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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 2 个交易日（2021� 年 3

月 18 日、2021 年 3 月 19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网站上公告的《第十八届发审委

2021 年第 32 次工作会议公告》，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事项将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接受发
审委审核。

2.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度审计报
告》。 公司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补充更正，具体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2020 年年度
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2020 年年度报告（修正稿）》、《2020 年度审计报
告（修正稿）》。 本次补充更正不影响公司 2020 年度经营结果。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4.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核查核实，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能否通过证监会发审委的审核并获得证监会

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在指定披露媒体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度年度审

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且需要更正事项已及时进行更正并在指定披
露媒体披露。

4．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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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度审计报告》。 事后核查发现，因数
据填报疏忽及对相关规则掌握不足，导致上述报告中部分内容披露存在疏漏，现予补充更正。
本次补充更正不影响公司 2020 年度经营结果，具体如下：

一、 因数据填报疏忽导致的补充更正
1、“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之“2、收入与成本” 之“（2）占公

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更正前：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铝型材销售 2,954,520,113.22 2,578,160,712.78 12.74% 17.70% 19.82% -1.54%
门窗幕墙销售 257,880,588.97 161,448,735.28 37.39% -21.14% -22.15% 0.81%
门窗幕墙安装 222,658,425.68 186,488,200.78 16.24% 72.26% 68.17% 2.03%
分产品

建筑用铝型材 1,539,865,265.75 1,294,149,388.16 15.96% 12.36% 4.66% -1.17%
工业用铝型材 1,246,261,318.10 1,145,332,489.77 8.10% 25.14% 6.57% -1.41%
汽车轻量化铝型
材 168,393,529.37 138,678,834.85 17.65% 17.11% 2.13% -2.59%

系统门窗销售 257,880,588.97 161,448,735.28 37.39% -21.14% -22.15% 0.81%
门窗幕墙安装 222,658,425.68 186,488,200.78 16.24% 72.26% 68.17% 2.03%
分地区

国内销售 2,916,115,542.46 2,496,490,625.50 14.39% 30.59% 33.39% -1.80%
出口销售 518,943,585.41 429,607,023.34 17.22% -29.25% -28.20% -1.20%

更正后：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铝型材销售 2,954,520,113.22 2,578,160,712.78 12.74% 17.70% 19.82% -1.54%
门窗幕墙销售 257,880,588.97 161,448,735.28 37.39% -21.14% -22.15% 0.81%
门窗幕墙安装 222,658,425.68 186,488,200.78 16.24% 72.26% 68.17% 2.03%
分产品

建筑用铝型材 1,539,865,265.75 1,294,149,388.16 15.96% 12.36% 13.95% -1.17%
工业用铝型材 1,246,261,318.10 1,145,332,489.77 8.10% 25.14% 27.09% -1.41%
汽车轻量化铝型
材 168,393,529.37 138,678,834.85 17.65% 17.11% 20.92% -2.59%

系统门窗销售 257,880,588.97 161,448,735.28 37.39% -21.14% -22.15% 0.81%
门窗幕墙安装 222,658,425.68 186,488,200.78 16.24% 72.26% 68.17% 2.03%
分地区

国内销售 2,916,115,542.46 2,496,490,625.50 14.39% 30.59% 33.39% -1.80%
出口销售 518,943,585.41 429,607,023.34 17.22% -29.25% -28.20% -1.20%

2、“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5、应收账款”之“（1）应收账
款分类披露”

更正前：
单位：元

类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 面 价
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 提 比
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 提 比

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895,607.
30 0.10% 895,607.

30 100.00% 0.00 5,755,62
6.44 0.73% 5,755,62

6.44 100.00% 0.00

其中：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932,387,
642.03 99.90% 68,462,0

03.93 7.51% 863,925,
638.10

761,194,
467.17 99.27% 52,463,0

68.21 6.71% 708,731,39
8.96

其中：

1. 应收关联方款项
（合并范围内）

2.第三方应收款项 932,387,
642.03 99.90% 68,462,0

03.93 7.51% 863,925,
638.10

761,194,
467.17 99.27% 52,463,0

68.21 6.71% 708,731,39
8.96

合计 933,283,
249.33 100.00% 69,357,6

11.23 7.60% 863,925,
638.10

766,950,
093.61 100.00% 58,218,6

94.65 7.39% 708,731,39
8.96

更正后：
单位：元

类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 面 价
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 提 比
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 提 比

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895,607.
30 0.10% 895,607.

30 100.00% 0.00 5,755,62
6.44 0.73% 5,755,62

6.44 100.00% 0.00

其中：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932,387,
642.03 99.90% 68,462,0

03.93 7.34% 863,925,
638.10

761,194,
467.17 99.27% 52,463,0

68.21 6.71% 708,731,39
8.96

其中：

1. 应收关联方款项
（合并范围内）

2.第三方应收款项 932,387,
642.03 99.90% 68,462,0

03.93 7.34% 863,925,
638.10

761,194,
467.17 99.27% 52,463,0

68.21 6.71% 708,731,39
8.96

合计 933,283,
249.33 100.00% 69,357,6

11.23 7.43% 863,925,
638.10

766,950,
093.61 100.00% 58,218,6

94.65 7.39% 708,731,39
8.96

3、“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7、预付款项”之“（1）预付款
项按账龄列示”

更正前：
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15,995,098.14 98.15% 15,938,271.48 99.17%

1 至 2 年 318,158.75 1.85% 133,638.95 0.83%
合计 16,313,256.89 -- 16,071,910.43 --

更正后：
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15,995,098.14 98.05% 15,938,271.48 99.17%

1 至 2 年 318,158.75 1.95% 133,638.95 0.83%
合计 16,313,256.89 -- 16,071,910.43 --

4、“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10、合同资产”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110,370,786.67 551,853.93 109,818,932.74 20,591,384.06 20,591,384.06
未到期的质保金 9,982,370.94 2,089,970.41 7,892,400.53 59,436,304.00 297,181.52 59,139,122.48
合计 120,353,157.61 2,641,824.34 117,711,333.27 80,027,688.06 297,181.52 79,730,506.54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110,370,786.67 551,853.93 109,818,932.74 59,436,304.00 297,181.52 59,139,122.48
未到期的质保金 9,982,370.94 2,089,970.41 7,892,400.53 23,099,045.22 2,507,661.16 20,591,384.06
合计 120,353,157.61 2,641,824.34 117,711,333.27 82,535,349.22 2,804,842.68 79,730,506.54

5、“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35、应付票据”
单位：元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商业承兑汇票 0.00 8,468,483.21
银行承兑汇票 0.00
合计 8,468,483.21

更正后：
单位：元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商业承兑汇票 0.00 0.00
银行承兑汇票 0.00 8,468,483.21
合计 8,468,483.21

6、“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5、关联交易情况”之“（1）购销
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之“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情况表”

更正前：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获批的交易额度 是否超过交易额度 上期发生额

佛 山 市 南 海 区 东
辛 机 械 设 备 制 造
有限公司

配件 0.00 否 12,252.44

佛 山 市 南 海 区 东
辛 机 械 设 备 制 造
有限公司

设备 3,362,831.86 否 0.00

更正后：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获批的交易额度 是否超过交易额度 上期发生额

佛 山 市 南 海 区 东
辛 机 械 设 备 制 造
有限公司

配件 0.00 否 12,252.44

佛 山 市 南 海 区 东
辛 机 械 设 备 制 造
有限公司

设备 3,362,831.86 否 4,469,469.03

7、“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十七、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之“1、应收账款”之
“（1）应收账款分类披露”之“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更正前：
单位：元

名称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538,512,016.29 26,926,553.95 5.00%

1-2 年 25,462,260.59 2,544,319.78 10.00%

2-3 年 3,157,484.52 1,578,742.26 50.00%

3 年以上 4,930,470.64 4,930,470.64 100.00%
合计 572,062,232.04 35,980,086.63 --

更正后：

单位：元

名称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538,531,079.06 26,926,553.95 5.00%

1-2 年 25,443,197.82 2,544,319.78 10.00%

2-3 年 3,157,484.52 1,578,742.26 50.00%

3 年以上 4,930,470.64 4,930,470.64 100.00%
合计 572,062,232.04 35,980,086.63 --

二、因对规则掌握不足导致的补充更正
1、对营业成本构成明细的补充更正
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7 年修订）的要求，公司应当披露本年度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如原材料、人工工资、折
旧、能源和动力等在成本总额中的占比情况；如果涉及商业秘密的，公司可以仅披露占比最高
或最主要的单个项目。 按照上述要求，公司在年报中对上述事项的披露存在疏漏，现对收入占
比最高的业务“铝型材销售”成本构成明细补充如下：

补充内容：“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之“2、收入与成本” 之
“（5）营业成本构成”

更正前：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 营 业 成 本

比重 金额 占 营 业 成 本
比重

铝型材销售 主营业务成本 2,578,160,712.78 88.11% 2,151,609,299.49 87.11% 1.00%
门窗幕墙销售 主营业务成本 161,448,735.28 5.52% 207,387,478.46 8.40% -2.88%
门窗幕墙安装 主营业务成本 186,488,200.78 6.37% 110,890,724.45 4.49% 1.88%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 营 业 成 本

比重 金额 占 营 业 成 本
比重

建筑用铝型材 主营业务成本 1,294,149,388.16 44.23% 1,135,739,729.22 45.98% -1.75%
工业用铝型材 主营业务成本 1,145,332,489.77 39.14% 901,179,732.76 36.49% 2.65%
汽车轻量化铝型
材 主营业务成本 138,678,834.85 4.74% 114,689,837.51 4.64% 0.10%

系统门窗销售 主营业务成本 161,448,735.28 5.52% 207,387,478.46 8.40% -2.88%
门窗幕墙安装 主营业务成本 186,488,200.78 6.37% 110,890,724.45 4.49% 1.88%

更正后：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 营 业 成 本

比重 金额 占 营 业 成 本
比重

铝型材销售 主营业务成本 2,578,160,712.78 88.11% 2,151,609,299.49 87.11% 1.00%
门窗幕墙销售 主营业务成本 161,448,735.28 5.52% 207,387,478.46 8.40% -2.88%
门窗幕墙安装 主营业务成本 186,488,200.78 6.37% 110,890,724.45 4.49% 1.88%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 营 业 成 本

比重 金额 占 营 业 成 本
比重

建筑用铝型材 主营业务成本 1,294,149,388.16 44.23% 1,135,739,729.22 45.98% -1.75%
工业用铝型材 主营业务成本 1,145,332,489.77 39.14% 901,179,732.76 36.49% 2.65%
汽车轻量化铝型
材 主营业务成本 138,678,834.85 4.74% 114,689,837.51 4.64% 0.10%

系统门窗销售 主营业务成本 161,448,735.28 5.52% 207,387,478.46 8.40% -2.88%
门窗幕墙安装 主营业务成本 186,488,200.78 6.37% 110,890,724.45 4.49% 1.88%

说明
行业分类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

增减

金额 占 营 业 成 本 比
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铝型材
销售 直接材料 2,216,860,293.13 85.99% 1,818,237,257.13 84.51% 1.48%

直接人工 77,652,490.53 3.01% 71,358,987.32 3.32% -0.31%
制造费用 283,647,929.12 11.00% 262,013,055.04 12.18% -1.18%
合计 2,578,160,712.78 100% 2,151,609,299.49 100% 0.00%

2、残疾人保障金会计核算科目调整导致的更正事项
公司 2020 年缴纳残疾人保障金 896,980.66 元，在财务核算中，通过“税金与附加”科目在利

润表中核算。 根据 2020 年 12 月 11 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关于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2020
年）》，企业根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 号 )的规定，应缴纳的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应当计入“管理费用”科目。 为此，公司年报中应该将 2020 年缴纳的缴纳残疾
人保障金调整至“管理费用”核算；同时，因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上述解释文件的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对 2019 年缴纳残疾人保障金核算方式不做追溯调整。

因上述残疾人保障金会计核算科目调整导致的更正情况如下：
（1）、“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之“3、费用”
更正前：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128,153,666.59 129,916,143.18 -1.36%
管理费用 86,986,952.11 78,834,346.69 10.34%
财务费用 57,404,966.32 50,130,825.00 14.51%

研发费用 121,122,326.56 94,041,317.78 28.80% 主要是高端工业材及系统门窗研发
投入增加所致。

更正后：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128,153,666.59 129,916,143.18 -1.36%
管理费用 87,883,932.77 78,834,346.69 11.48%
财务费用 57,404,966.32 50,130,825.00 14.51%

研发费用 121,122,326.56 94,041,317.78 28.80% 主要是高端工业材及系统门窗研发
投入增加所致。

(2)、“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3、合并利润表”对 2020 年度部分数据更
正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后差异

营业总收入 3,437,139,446.60 3,437,139,446.60 -
营业总成本 3,335,356,847.88 3,335,356,847.88 -

税金及附加 14,386,219.15 13,489,238.49 -896,980.66
管理费用 86,986,952.11 87,883,932.77 896,980.66

营业利润 116,663,953.64 116,663,953.64 -
净利润 115,928,265.55 115,928,265.55 -

(3)、“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4、母公司利润表”对 2020 年度部分数据
更正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后差异

营业收入 2,450,581,027.75 2,450,581,027.75 -
减：营业成本 2,129,572,745.58 2,129,572,745.58 -

税金及附加 9,225,345.28 8,699,215.28 -526,130.00
管理费用 51,357,531.30 51,883,661.30 526,130.00

利润总额 109,446,320.17 109,446,320.17 -
净利润 100,408,064.20 100,408,064.20 -

(4)、“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5、合并现金流量表”对 2020 年度部分数
据更正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后差异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76,408,672.29 3,176,408,672.29 -
支付的各项税费 42,689,753.42 41,792,772.76 -896,980.6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0,878,440.78 191,775,421.44 896,980.6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56,129,896.40 3,156,129,896.4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78,775.89 20,278,775.89 -

(5)、“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对 2020 年度部分
数据更正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后差异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76,254,516.87 2,176,254,516.87 -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791,276.78 18,265,146.78 -526,130.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0,435,780.91 90,961,910.91 526,13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70,100,940.03 2,370,100,940.0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846,423.16 -193,846,423.16 -

(6)、“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62、税金及附加”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 2,819,380.61 4,260,947.87
教育费附加 2,797,935.36 4,228,131.43
房产税 4,676,103.75 3,949,323.73
土地使用税 1,302,166.28 880,839.06
印花税 1,830,746.74 1,169,392.53
残疾人保障金 896,980.66 975,563.44
其他 62,905.75 39,095.39
合计 14,386,219.15 15,503,293.45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 2,819,380.61 4,260,947.87
教育费附加 2,797,935.36 4,228,131.43
房产税 4,676,103.75 3,949,323.73
土地使用税 1,302,166.28 880,839.06
印花税 1,830,746.74 1,169,392.53
残疾人保障金 0.00 975,563.44
其他 62,905.75 39,095.39
合计 13,489,238.49 15,503,293.45

(7)、“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64、管理费用”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48,902,279.28 47,457,458.22
折旧费 7,910,445.63 7,442,546.72
无形资产摊销 4,844,603.62 4,596,943.64
业务招待费 4,250,252.26 1,500,363.37
中介服务费 3,591,404.01 1,687,131.05
办公费 2,566,853.13 2,979,769.26
车辆使用费 1,923,535.75 1,984,315.12
差旅费 1,254,384.14 1,917,817.00
其他 11,743,194.29 9,268,002.31
合计 86,986,952.11 78,834,346.69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48,902,279.28 47,457,458.22
折旧费 7,910,445.63 7,442,546.72
无形资产摊销 4,844,603.62 4,596,943.64
业务招待费 4,250,252.26 1,500,363.37
中介服务费 3,591,404.01 1,687,131.05
办公费 2,566,853.13 2,979,769.26
车辆使用费 1,923,535.75 1,984,315.12
差旅费 1,254,384.14 1,917,817.00
残疾人保障金 896,980.66 0.00
其他 11,743,194.29 9,268,002.31
合计 87,883,932.77 78,834,346.69

（8）、“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78、现金流量表项目”之“
（2）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销售费用 84,883,457.15 93,363,426.92
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 102,118,915.72 80,480,367.95
手续费 1,928,823.33 2,055,785.15
其他 1,947,244.58 524,187.30
合计 190,878,440.78 176,423,767.32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销售费用 84,883,457.15 93,363,426.92
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 103,015,896.38 80,480,367.95
手续费 1,928,823.33 2,055,785.15
其他 1,947,244.58 524,187.30
合计 191,775,421.44 176,423,767.32

公司《2020 年年度审计报告》对残疾人保障金科目调整等部分事项同步更正。 除上述补充
和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年度审计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补充更正
后的《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年度审计报告》全文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今后公司将进一
步强化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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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之股票期权
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股票期权预留授予数量：135 万份
2、期权简称：联合 JLC4
3、期权代码：036454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
成了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或“本计划”）股票期
权预留授予登记工作，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0 年 6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
独立意见。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核查并出具了意见。

2、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核
查＜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议案》，对本次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并根据公司最新情况更新摊销测算及占总股本比例。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调整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 2020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6 月 19 日、2020 年 10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1 月 7 日。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
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并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披露了《监
事会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
见》。

4、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制定公司＜2020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0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
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时所必需的全
部事宜等。

5、2020 年 11 月 16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实。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6、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并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完成授予登记。

7、2021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相
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8、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 2021
年 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2 月 4 日。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
有关的任何异议，并于 2021 年 2 月 6 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权益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二、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1、预留授予日：2021 年 1 月 25 日
2、预留授予数量：135.00 万份
3、预留授予人数：30 人
4、预留行权价格：12.45 元 / 份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
6、期权简称：联合 JLC4
7、期权代码：036454
8、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

占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
权总数的比例

占预留部分授予公告日
总股本的比例

李成斌 董事、总经理 13 9.63% 0.06%
梁绮丽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9 6.67% 0.04%
王浩 副总经理 9 6.67% 0.04%
聂亚华 副总经理 10.99 8.14% 0.05%
其他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26 人 ） 93.01 68.90% 0.41%
合计 135 100% 0.60%

注：（1）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李成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并于同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同意聘任李成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梁绮丽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第三届董事会
秘书，同意聘任肖明志先生、王浩先生、聂亚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在此之前，激励对象王浩先生、聂亚华先生为公司核心管理人员，不担任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1%。

（3）上述合计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
（4）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9、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可行权日和行权安排
（1） 股票期权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

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60 个月。
（2）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为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等待期内激

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3）预留股票期权在 2021 年授出，则根据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

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预留授予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预留第一个行权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预留第二个行权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激励对象必须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行权完毕。 若达不到行权条件，则当期股票期
权不得行权。 若符合行权条件，但未在上述行权期全部行权的该部分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10、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预留股票期权在 2021 年授出，则根据激励计划，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所示：

预留授予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预留第一个行权期 2021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4.5 亿元；

预留第二个行权期 2022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8.4 亿元。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 并依照激励对象的

业绩完成率确定其行权的比例，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 = 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
行权额度。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A）、良好（B）、合格（C）和不合格（D）四个档次，考
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行权的比例：
考核结果 （S） S≥80 80＞S≥70 70＞S≥60 S＜60
评价标准 优秀（A） 良好（B） 合格（C） 不合格（D）

标准系数 1.0 0.8 0.6 0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优秀、良好、合格，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
效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分批次行权，当期未行权部分由公司
注销；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
“不达标”，公司将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行权额度，注销当期期权额
度。

三、 激励对象获授预留股票期权与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由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进行了董事会换届选举， 并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召开

202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激
励对象李成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并继续任公司总经理。同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激励
对象梁绮丽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第三届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激励对象王浩先生、激励对象
聂亚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在此之前，激励对象王浩先生、聂亚华先生为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除上述事项外 ,本次预留授予登记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数量与公司 2021 年 1 月 26 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的信息一致。

四、 本次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情况
1、期权简称：联合 JLC4
2、期权代码：036454
五、 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提升股东价值、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

长效激励与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核心人才，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
骨干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
关注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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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之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2、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45 万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
成了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或“本计划”）限制性
股票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0 年 6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
独立意见。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核查并出具了意见。

2、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核
查＜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议案》，对本次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并根据公司最新情况更新摊销测算及占总股本比例。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调整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 2020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6 月 19 日、2020 年 10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1 月 7 日。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
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并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披露了《监
事会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
见》。

4、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制定公司＜2020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0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
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时所必需的全
部事宜等。

5、2020 年 11 月 16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实。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6、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并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完成授予登记。

7、2021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相
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8、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 2021
年 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2 月 4 日。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
有关的任何异议，并于 2021 年 2 月 6 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权益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二、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1、预留授予日：2021 年 1 月 25 日
2、预留授予数量：45 万股
3、预留授予人数：16 人
4、预留授予价格：6.23 元 / 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
6、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 获授的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万股）

占预留部 分授予限 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预留部 分授予公 告日总
股本的比例

李成斌 董事、总经理 8 17.78% 0.04%

梁绮丽 副总经理 、董事会
秘书 5 11.11% 0.02%

王浩 副总经理 5 11.11% 0.02%
聂亚华 副总经理 5 11.11% 0.02%
其他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 ）人员
（12 人 ） 22 48.89% 0.10%

合计 45 100% 0.20%

注：（1）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李成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并于同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同意聘任李成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梁绮丽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第三届董事会
秘书，同意聘任肖明志先生、王浩先生、聂亚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在此之前，激励对象王浩先生、聂亚华先生为公司核心管理人员，不担任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1%。

（3）上述合计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
（4）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7、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1） 本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上市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

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60 个月。
（2）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激励对象

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在限制性股
票的限售期内，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公司在按照本计
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激励对象已享有的该部分现金分红， 并做相应会计
处理。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
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相同；若
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除限售，则由本公司回购注销。

（3）预留限制性股票在 2021 年授出，则根据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
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预留授予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预留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预留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
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 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

8、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预留限制性股票在 2021 年授出，则根据激励计划，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所示：

预留授予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预留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1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4.5 亿元；

预留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2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8.4 亿元。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 并依照激励对象的

业绩完成率确定其解除限售的比例，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 = 标准系数×个人
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A）、良好（B）、合格（C）和不合格（D）四个档次，考
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考核结果 （S） S≥80 80＞S≥70 70＞S≥60 S＜60
评价标准 优秀（A） 良好（B） 合格（C） 不合格（D）

标准系数 1.0 0.8 0.6 0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优秀、良好、合格，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
效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分批次解除限售，当期未解除限售部分
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则上一年度激
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公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解除限售
额度，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

三、 激励对象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与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由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进行了董事会换届选举， 并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召开

202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激
励对象李成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并继续任公司总经理。同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激励
对象梁绮丽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第三届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激励对象王浩先生、激励对象
聂亚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在此之前，激励对象王浩先生、聂亚华先生为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除上述事项外 ,本次预留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数量与公司 2021 年 1 月 26 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的信息一致。

四、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出具了《关于中山联合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的验资报告》（XYZH/2021SZAA2007）， 审验了公司截
至 2021 年 3 月 10 日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认为：截至 2021 年 03 月 10 日，贵公司已收到 16
位激励对象缴纳的 450,000 股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 2,803,500.00 元，其中计入股本
45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2,353,500.00 元。截至 2021 年 03 月 10 日，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225,202,128.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225,202,128.00 元。

五、 本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本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21 年 3 月 23 日。
六、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5,573,568 55.87 +450,000 126,023,568 55.9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99,178,560 44.13 -- 99,178,560 44.04
三、股份总数 224,752,128 100.00 + 450,000 225,202,128 100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七、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 224,752,128 股增加为

225,202,128 股，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发生了变动。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
授予登记完成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龚俊强、邱盛平、肖明志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 52,506,624 股，占授予登记完成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23.36%，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龚俊强、邱盛平、肖明志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变，持股比例变
化为 23.32%。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八、 每股收益摊薄情况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 按最新股本 225,202,128 股摊薄计算，2019 年度公

司每股收益为 0.3254 元 / 股。
九、 本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十、 参与激励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股份上市日前 6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

明
公司董事、 总经理李成斌先生于 2020 年 12 月被公司授予 50,000 股限制性股票及 200,000

份股票期权，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票 50,000 股。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梁绮丽女士
于 2020 年 12 月被公司授 50,000 份股票期权，截至本公告日，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副总经理
王浩先生于 2020 年 12 月被公司授予 50,000 股限制性股票及 100,000 份股票期权，截至本公告
日，持有公司股票 50,000 股。 公司副总经理聂亚华先生于 2020 年 12 月被公司授予 150,000 份
股票期权，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票 2,000 股。

参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登记日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

十一、 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提升股东价值、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

长效激励与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核心人才，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
骨干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
关注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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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简称：*ST 大集，股票代码：000564。

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3 月 18 日、3 月 1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到 12%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核查及说明
㈠ 公司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

大变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㈡ 重大事项情况
1.前期公司经自查，发现公司存在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披露担保、需关注

资产等情况。 为积极解决上述问题，公司计划对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需承担责任
的未披露担保、 需关注资产对公司造成的损失等通过差异化转增方案的方式解决。 详见公司
2021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简称
“自查报告”）、2021 年 2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针对自查报告整改计划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5）。

2.2021 年 2 月 10 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法院”）裁定受理相关债权人对公司及部
分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重整申请，详见公司 2021 年 2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法
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关于法院裁
定受理部分子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方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关于法院许可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及自行管理财
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 2021 年 3 月 15 日，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部分股东
重整，详见公司 2021 年 3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股东被法院裁定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8）。 2021 年 3 月 19 日，管理人发布了《供销大集战略投资者招募公告》，详见公司披露
的《关于管理人发布＜供销大集战略投资者招募公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公司正
在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债权申报及梳理继续履行合同等相关重整工作， 积极做好日常
运营管理工作。

3.因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的公司重整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2 月 19 日起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因公司相关股东及其关联方未能在自查报告披露日起一个月内（即 2021 年 1 月 30
日起一个月内）解决相关问题，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详见
公司 2021 年 2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6）、2021 年 2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㈢ 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 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

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㈣ 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在股价异动期间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其他重要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向控股股东询问，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关于
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其他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
司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㈠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3 月 18 日、3 月 1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12%，公司股价短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㈡ 2020 年度业绩亏损风险等相关风险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

370,000.00 万元 至 490,00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 月 30� 日披露《2020 年度
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03）。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意见，2019 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被年审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目前公司的 2020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正处于前期工作阶段，审计工作完成后审计意见将与年报一并披露，
现阶段尚无法判断公司在披露年报后股票是否存在因年报审计出具有关意见等而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情形，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受经济增速下行影响且新冠疫情对传统商超零售企业冲击较大， 公司及旗下子公司营
业收入和利润同比下降较大，重组标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的百货商超、大宗贸易、物
业经营及金融服务等各项业务全面受到严重影响，2020 年无法达到业绩承诺的利润，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㈢ 重大事项进展及风险警示期间的相关风险
1.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2 月 19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被叠加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 截至本公告日，虽然法院正式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但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
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是否形成各相关方认可的重整计划（草案）；重
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相关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法院批准，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
公司破产； 或者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 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
行，宣告公司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第 14.4.17�
条第（六）项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公司如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将解决自查报告相关问题，同时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回归健
康、可持续发展轨道，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等如果不符合《上市规则》等相关监管法规要
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3.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