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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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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跨境通”）于 2021年 9月 10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
〔2021〕第 27 号），现就相关问询事项作出如下回复：

问题一、你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
的鉴证报告，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请你公司充分提示退市风险，并
说明针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所采取的实质性改善措施及内部控制整改进展。 请独立董事和监事
发表意见。

1、针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所采取的实质性改善措施及内部控制整改进展
回复：（1）针对因深圳市环球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环球”）及香港环球易购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环球”）人员流失、函证不足以及不能提供审计事项所需要的原始凭证
及原始资料所导致的审计受限问题，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跨境通”）
自 2021年 5月董事会及管理层成员改组后，成立专项工作组积极派驻专业人员针对深圳环球及香港
环球财务问题进行梳理，开展资产和债务核实工作，但由于 2020 年度深圳环球核心人员大规模离职，
管理断层，业务停滞，供应商起诉等情况，梳理难度较大，针对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目前正在逐步
梳理整改中。

（2）针对未决诉讼事项，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处理公司及深圳环球诉讼事项。 同时考虑到公
司未决诉讼中大部分为买卖合同债务纠纷，为有效解决债务问题，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0 日成立环球
债务清理工作组，专项应对处理深圳环球体系供应商债务事项，积极通过协商、签订和解协议等方式
友好解决债务纠纷，避免引起诉讼事项。

此外，针对未决诉讼进展及新增诉讼事项，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针对内部控制问题，公司将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文件，持续完善内部控
制体系，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强化内部控制监督检查，优化内部控制环境，提升内控管理水平。 特
别是在对子公司管理方面，公司将持续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并保证其有效实施，加强对子公司的内部审
计工作，重点加强薄弱环节的监督、抽查，特别是在子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流程、员工调动、离职的交
接工作等方面。

2、退市风险提示
回复：公司因 2020 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1年 4月 30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 公司股票自
2021年 5月 7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第 14.3.11规定：“上市公司因本规则触及
14.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下
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
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五）虽符合第 14.3.7条规定的条件，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六）因不符合第 14.3.7条规定的条件，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
若公司 2021 年度出现前述六个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公司股

票将于 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停牌。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请独立董事和监事发表意见
回复：（1）独立董事意见
经综合了解公司针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所采取的实质性改善措施及内部控制整改进展，我

们认为公司通过改组第四届董事会成员改组及聘任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成立专项
工作组并派遣专业人员对深圳环球体系进行管理，有助于公司针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进行梳理。
通过深入了解深圳环球财务管理状况及业务运营状况，针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采取改善措施，针
对会计师提出的深圳环球应收账款、存货、未决诉讼等问题，进行逐项解决。 但由于 2020 年度深圳环
球核心人员大规模离职，导致管理断层，深圳环球业务和财务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脱节情况，故我们对
于公司针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所采取的改善措施表示认可， 但对于是否可以消除无法表示意见
涉及事项存疑。

内部控制方面，公司加强了对子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强化对子公司日常管理、监督工作。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提及的内部控制缺陷正在梳理整改，但由于

涉及历史问题，彻底消除还需要过程。
（2）监事意见
我们认为董事会采取的针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改善措施及针对内部控制的整改措施，是

结合公司当前情况及应对深圳环球现状的最有效措施。 目前正积极针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中深
圳环球部分进行相关资料的梳理及整理，但由于 2020 年度环球易购核心人员大规模离职，导致管理
断层，环球易购业务和财务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脱节情况，故我们对于公司针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
所采取的改善措施表示认可，但对于是否可以彻底解决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存疑。

内部控制方面，公司加强了对子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强化对子公司日常管理、监督工作。 我们认
为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提及的内部控制缺陷正在梳理整改， 但由于涉及历史问题，彻
底消除还需要过程。

问题二、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出售帕拓逊股权实现投资收益 7.57 亿元，已收到股权转让
款 13.92亿元，但现金流量表资料显示，你公司出售帕拓逊子公司收到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672 万元。
同时，因帕拓逊部分账号被封，导致第二期回款进度放缓，你公司仍在与各受让方协商。

1、请你公司认真核实并补充披露帕拓逊股权转让款的回款进展，相关会计分录及会计科目之间
的勾稽关系，已收到股权转让款的存放地点及去向用途，是否就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1）请你公司认真核实并补充披露帕拓逊股权转让款的回款进展
回复：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出售帕拓逊股权转让款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收购主体名称 总应付股权款 首批付 款金
额

二批款 已付
款金额 剩余金额

深圳帕拓品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6,071,429 116,552,259 139,519,170

深圳永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261,905 64,751,254 77,510,651

深圳永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678,571 19,425,377 23,253,194

深圳帕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130,952 32,375,628 38,755,324

深圳帕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357,143 38,850,753 46,506,390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36,250,000 215,060,861 21,189,139 0

ACHIEVER VENTURES III (HONG KONG) LIMITED 236,250,000 236,250,000

厦门一苇以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125,000 53,765,215 23,000,000 41,359,785

平潭麦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125,000 8,249,689 9,875,311 0

周敏 47,250,000 21,506,086 25,743,914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晖孚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4,020,000 15,484,382 18,535,618 0

杭州鼎晖永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480,000 27,527,790 32,952,210 0

宁波嘉隽诺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750,000 16,726,956 20,023,044 0

厦门少年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4,500,000 43,012,172 51,480,550 7,278

北京量子跃动科技有限公司 133,875,000 60,933,911 72,941,089 0

扬州蓝易臻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000,000 9,558,260 11,441,740 0

广州希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 94,500,000 43,012,172 39,372,512 12,115,31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渊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1,000,000 9,558,260 11,441,740 0

广州黄埔创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9,500,000 90,803,475 108,696,525 0

深圳帕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875,000 32,259,129 26,166,184 12,449,687

合计 2,020,000,000 919,413,629 472,859,576 627,726,795

（2）相关会计分录及会计科目之间的勾稽关系
回复：帕拓逊的售价款 20.20 亿元，会计科目计入其他应收款 20.20 亿元，减去 4 月 30 日帕拓逊

归母净资产 10.13亿元，再减去购买时产生的商誉 2.5亿元，出售帕拓逊的投资收益为 7.57亿元。出售
款收回后冲减其他应收款 13.92亿元，因此出售帕拓逊导致增加的其他应收款为 6.28亿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共收到帕拓逊出售款 13.92 亿元，出售款中 12.07 亿元直接付款给第三方，冲减短期借
款 1.64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 0.5 亿元，应付账款减少 3 亿元，其他应付款减少 6.34 亿
元，还借款利息形成财务费用 0.59亿元。 处置子公司帕拓逊流入跨境通公司金额为 1.85亿元，其中支
付飒芙日常运营费用 1.45亿元。偿还中国银行贷款减少短期借款 0.39亿，形成财务费用 0.01亿元，丧
失控制权日子公司帕拓逊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31亿元， 出售帕拓逊子公司收到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0.46亿元。

（3）已收到股权转让款的存放地点及去向用途，是否就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第一期收到股权转让款 91,941.36万元。 在出售帕拓逊之前，由于公司因跨境通、环球易购

及其下属公司融资事项已将帕拓逊 96.65%的股权进行质押担保，根据《帕拓逊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
第 4.2.2 条之约定“各方同意，由于首期付款所涉款项将全部用于解除跨境通所持帕拓逊股权上已存

在的股权质押，各方将按经适当签署并生效的《解质押协议》和《资金托管协议》约定进行首期付款的
支付。 对于《解质押协议》和《资金托管协议》的未尽事宜，均适用本协议的约定；如《解质押协议》和《资
金托管协议》与本协议约定不符的，以《解质押协议》和《资金托管协议》约定为准。 ”各收购方按照协议
约定将首期款汇入托管账户，并由托管账户直接偿还质权人债务，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转让款去向 支付金额（万元） 备注

1 福建纵腾网络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18,160.50

根据合同约定由收购
方通过托管账户直接
支付给质权人

2 深圳瓴拓全球物流有限公司 4,874.19

3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24,830.00

4 广州开发区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076.67

合计 91,941.36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收到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47,285.96 万元，根据《帕拓逊股权转让及增资协
议》第 4.4.2 条之约定“第二期付款的相关各受让方（顺为除外）应于收到满足第二期付款先决条件所
列文件后按约定支付相应转让价款，管理层受让方应付的第二期转让价款 325,544,731 元人民币应于
本次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向跨境通指定收款账户支付完毕； 顺为以外的其
余新投资方的第二期转让价款合计 538,791,640 元人民币应于收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证明文件及第
二期付款通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按第二期付款通知书列示的金额和账户信息支付至跨境通指
定收款账户。 ”、第 4.4.3条之约定“跨境通应确保第二期转让价款优先用于清偿协议约定所负债务，包
括但不限于集团公司为跨境通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相关债务和集团公司向跨境通及其关联方提供
的借款。 ”其中部分回款直接支付偿还到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债务方，剩余部分进入公司银行账户，具体
明细如下:

序号 转让款去向 支付金额（万元） 备注

1 偿还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债务 7,412.00

根据合同约定由收购方直
接支付给跨境通及下属公
司债务方

2 偿还上海优壹债务 6,290.31

3 支付北京泰合鼎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顾问费 2,969.58

4 偿还民生银行贷款 5,148.06

5 偿还深圳市深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债务 7,000.00

6 偿还中国银行贷款 3,937.25
由跨境通支付

7 支持跨境通下属子公司运营资金 14,528.76

合计 47,285.96

截至目前股权转让款第二期回款尚未完成，待回款完毕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出售日确定为 4 月 22 日的原因， 结合第二期回款进度放缓的事

实， 说明本报告期内确认 7.57亿元投资收益的合理性与合规性， 是否可能导致本次交易无法按期完
成，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投资收益操纵利润情形。 请独立董事发表核查意见。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出售日确定为 4月 22日的原因
回复：本次交易于 2021年 4月 22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截至该时点，公司完成帕拓逊 100%股权

转让过户手续，丧失对帕拓逊的控制权，故将本次交易出售日确定为 4月 22日。
（2）说明本报告期内确认 7.57亿元投资收益的合理性与合规性，是否可能导致本次交易无法按期

完成，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投资收益操纵利润情形。
回复：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第二期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项如下：

序号 机 构 待支付款项（元） 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付款时间 备注

1 深圳帕拓品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39,519,170

满足付款条件后的
12个月内支付完毕 尚未到付款期

2 深圳永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510,651
3 深圳永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253,194
4 深圳帕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755,324
5 深圳帕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506,390
6 深圳帕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449,687

7 厦门一苇以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1,359,785

满足付款条件后的
3 个或者 5 个工作
日内支付完毕

已经逾期
8 厦门少年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278

9 广州希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 12,115,316

10 ACHIEVER VENTURES III (HONG
KONG) LIMITED 236,250,000

合计 627,726,795
由于发生亚马逊账号被封的突发事件，导致出售帕拓逊第二期回款进度放缓。
①根据《帕拓逊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第 4.4.2之约定，帕拓逊管理层受让方需在本次股权转让相

关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支付完毕, 目前付款期限尚未到期。 帕拓逊正积极采取措施维护业
务稳定，同时也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目前管理层受让方无法支付剩余款项的风险可控， 到期管理层受让方可以通过出售帕拓逊股权
的形式换取资金支付待偿还款项，且根据协议约定，管理层受让方支付的款项将优先用于偿还跨境通
及其关联方与帕拓逊之间产生的债务（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涉及金额约 2.57亿元）。

②其他未在协议中约定付款时间内支付款项的收购方已经构成违约， 目前跨境通正在积极的与
收购方进行沟通，希望通过多种途径快速促进款项回收，帕拓逊正针对本次亚马逊封号事件对于帕拓
逊的影响和未来发展进行评估，相关事项均在有序进行中。

目前出售帕拓逊款项总额的 68.92%已到账，尚在收款期限内的占比 16.74%（《帕拓逊股权转让及
增资协议》第 4.4.3的约定将优先偿还跨境通及其关联方与帕拓逊的遗留债务），已经逾期未收回的占
比 14.34%，出售帕拓逊回款事项基本完成。 根据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本报告期内确认 7.57亿元投资收
益的是合理合规的， 且公司根据其他应收款的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对上述其他应收账款余额相
应的计提了 5%的坏账准备，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 公司不存在提前确认投资收益操纵利润情形。

（3）请独立董事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经核查，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出售帕拓逊股权转让款未回收金额为 62,772.68 万元，其

中帕拓逊管理层邓少炜和刘永成所控制的受让方未支付金额为 33,799.44 万元，其他受让方未支付金
额为 28,973.24万元。 根据协议约定， 管理层受让方支付周期为满足付款条件后的 12 个月内支付完
毕，即帕拓逊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日 2021 年 4 月 22 日起 12 个月内支付完毕。 其他受让方因
受帕拓逊账号被封影响暂缓支付。 目前公司与各受让方正在积极协商中，希望通过多种途径快速促进
款项回收。

出售帕拓逊的投资收益 7.57 亿元由出售价扣除 4 月 30 日帕拓逊归母净资产和公司购买帕拓逊
时产生的商誉所形成。 截至报告期末，，此次出售已经基本完成，根据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本报告期内
确认 7.57亿元投资收益具有合理性与合规性，不存在提前确认投资收益操纵利润的情形。

问题三、截至 2021 年上半年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 11.36 亿元，较期初大幅增长 7.69 亿元，
主要为单位往来款大幅增长 7.51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款项的形成原因和具体内容，并补充披
露按欠款方归集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基本情况。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款项的形成原因和具体内容
回复：上述款项的形成原因和具体内容如下：

其他应收账款主体 期初余额（万
元）

期末余额（万
元）

本 期 增 加 金 额
（万元）

形成 原
因 具体内容

深圳帕拓品牌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951.92 13,951.92 出售 帕

拓逊 股权转让款

深圳永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751.07 7,751.07 出售 帕

拓逊 股权转让款

深圳永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325.32 2,325.32 出售 帕

拓逊 股权转让款

深圳帕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75.53 3,875.53 出售 帕
拓逊 股权转让款

深圳帕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650.64 4,650.64 出售 帕

拓逊 股权转让款

ACHIEVER VENTURES III
(HONG KONG) LIMITED 23,625.00 23,625.00 出售 帕

拓逊 股权转让款

厦门一苇以航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135.98 4,135.98 出售 帕

拓逊 股权转让款

厦门少年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73 0.73 出售 帕

拓逊 股权转让款

广州希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 1,211.53 1,211.53 出售 帕
拓逊 股权转让款

深圳帕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44.97 1,244.97 出售 帕

拓逊 股权转让款

纽迪希亚生命早期营养品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7,298.23 8,500.58 1,202.35 代理 销

售
品牌方待核销的返利
和活动费用

上海邮瞬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1,645.45 8,245.29 6,599.84 代理 销

售
品牌方待核销的返利
和活动费用

其他应收账款主体 4,500.00

合计 8,943.68 79,518.55 75,074.87

2、补充披露按欠款方归集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基本情况
回复：按欠款方归集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元） 公司基本情况

Achiever Ventures Ⅲ
(Hong Kong) Limited 236,250,000.00 注册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 99号中环中心 57层 5705室

深圳帕拓品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9,519,170.00
注册地址：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田心社区沙深路 112 号沙头角建
工大厦 1603，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熙煜万国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会务策划；信息咨询，国内贸
易

纽迪希亚生命早期
营养品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85,005,829.95

法定代表人：Bruno, Marcel CHEVOT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川桥路 399弄 3号 7 层，经营范围：受本公司所属集团或其关联
公司或其在中国所投资的企业委托， 向其提供投资经营决策和管理咨
询服务，员工培训和管理，市场营销服务，资金运作和财务管理服务，技
术支持和研究开发服务，信息服务，承接本公司所属集团内部各公司或
其关联公司的共享服务，食品流通，佣金代理和进出口，提供相关配套
服务。

上海邮瞬通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82,451,866.14

法定代表人：蒯军，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汇
港路 388号 4幢 12号库 2 层 2 单元，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日用
百货、化妆品、服饰服装的销售；从事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集装箱拼装拆箱；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转口贸易；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业务；报检业务；国
内道路货物运输代理；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无船承运业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
装卸搬运；国内贸易代理；铁路运输辅助活动；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保税仓库经营；保税物流中心经营；食品销售；公共铁路运输。（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深圳永帕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7,510,651.00

法定代表人：刘永成，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田心社区沙
深路 112 号沙头角建工大厦 307，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会务策划；信息咨询，国内贸易

合计 620,737,517.09

问题四、2021年 6月 16日，你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回购不
低于 4,168万股、不超过 8,336万股公司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个月内。 截至
目前，距回购实施期限届满已不足 5个交易日，你公司仍未回购股份。 请说明你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是
否已实质终止，你公司至今仍未回购股份的原因，是否存在忽悠式回购的情形。

回复：截止 2021 年 9 月 16 日，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实施期限已届满，公司未回购股份原因为回购
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自有资金除满足日常经营所需外，其他均用于飒芙业务的拓展与运营、支付深圳环球员工
工资等；

2、出售帕拓逊部分回款已由收购方直接付款给了公司债权人，因帕拓逊账号被封影响，公司预计
的近期回款未按期到位，致使公司资金短缺；

3、受公司被连带诉讼影响，上海优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优壹”）融资渠道受限，银
行融资困难，未按预期筹措到资金。

2021年 5月 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2021年 6月 16日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
回购方案。 公司原计划以出售帕拓逊收回的款项及公司现有可用货币资金作为资金来源实施本次回
购，由于帕拓逊账号被封事件影响，预定回款未按期到位，另由于公司涉及诉讼案件增多导致未到期
的银行授信提前终止、公司及公司下属公司均无法通过银行渠道获取融资，公司资金紧张情况加剧。
受以上多方面资金因素影响， 公司战略委员会制定回购方案及董事会审议回购方案时预定的资金回
款计划未按照预期完成，最终导致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无法实施。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而制定本次股份回购方案， 回购方案制定时公司充分考虑了现有资
金状况、筹措资金计划和未来资金需求，并制定了详细的回款计划安排表，但受亚马逊封号及跨境电
商行业因素影响，最终回款情况与公司原定计划存在较大差异，以上客观因素导致本次股份回购方案
实施资金不足，致使最终回购方案无法实施，并非公司主观故意，故公司不存在忽悠式回购的情形。

问题五、半年报表示，飒腾全资子公司飒芙依托于 Zaful、Rosegal 和 Dresslily 等服装类垂直网站，
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快时尚购物品牌和潮流聚集地。 但截至 2021 年上半年末，你公司主要子
公司深圳市飒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净资产为-4,248万元，净利润为-186万元，你公司对飒腾账面投资
仅 30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飒腾净资产、净利润均为负的原因，并说明在此情况下你公司对其未来
发展规划是否切实可行，相关表述是否存在引导市场预期、误导投资者情形。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飒腾净资产、净利润均为负的原因
回复：深圳市飒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飒腾”）的财务数据，合并范围包括飒腾、深圳飒

芙商业有限公司、 深圳飒芙商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SOUTHSTAR (HONG KONG) LIMITED、
LOMEWAY E COMMERCE (LUXEMBOURG)LIMITED。 截至 2021年上半年末飒腾净资产为-4,248 万
元，主要原因为飒腾是新成立的轻资产公司，公司对飒腾投资实缴资金为 30万元。2020年 6月飒腾全
资子公司飒芙成立后，费用独立核算，人工费用大约 3500 万元，物流费约 400 万元，其他费用约 142
万元。由于 2020年飒芙的域名所有权变更没有办理完成，2020年营业收入并未入飒腾合并范围，导致
飒腾亏损约 4042万元，从而使得合并净资产为负。2021年初飒芙公司域名变更完成，营业收入及费用
全部并入飒腾合并范围。

净利润为负数是本期经营净利润为负数， 飒腾全资子公司飒芙主要在 Zaful、Rosegal 和 Dresslily
等服装类垂直自营网站销售自有品牌产品， 自营平台的发展涉及到各项费用， 期间需要大量资金投
入，目前因飒芙营运资金紧张，商业信用受深圳环球被申请破产的影响而下降，部分合作供应商要求
增加信用保障从而进一步给飒芙的经营性现金流带来压力，飒芙的营运资金不足，导致上半年销量有
所减少，最终导致 2021年上半年飒腾净利润为-185.75万元。 随着公司后续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公
司将会集中资源专注于飒芙业务发展，未来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规模效应将会得到提升，公司利润
情况有望随着营收规模的扩大而得到提升。

2、并说明在此情况下你公司对其未来发展规划是否切实可行，相关表述是否存在引导市场预期、
误导投资者情形。

回复：跨境通主营业务为跨境电商进口和跨境电商出口业务。 跨境电商出口业务承接主体为子公
司深圳环球和飒腾，因深圳环球人员流失严重，主营业务从 2021 年 5 月份开始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目
前公司的业务和发展重心均在飒腾，公司目前正积极解决历史遗留的各项债务及经营问题，这也将为
飒腾后续的发展打下更稳固的基础。

综上所述，对飒腾的规划，不仅从公司战略层面出发，而且结合了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引导市场
预期、误导投资者情形。

问题六、报告期内，你公司共有 4笔短期借款已逾期未偿还，金额合计 2.31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
露相关借款逾期的具体情况，并说明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总额为 2.31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债 务
人 债权人

借 款
协 议
签 署
日期

借
款
期
限

期末余
额
（万元）

借
款
利
率

逾期时
间

逾期利
率

担保措
施 情况说明

深 圳
环球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南
山支行

2020
年 2
月 1
日

1
年 2,100 6.68

%
2021年
01 月
08日

10.02%
公司提
供一般
责任担
保

2020年 1月 21日披露《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经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圳
环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
山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申请 1.5亿综
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不超过 1 年，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截至被申请仲裁前剩余未还本
金为 2,100万元。

深 圳
环球

深 圳 市
高 新 投
集 团 有
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
日

0.5
年 13,000 9.00

%
2021年
06 月
01日

13.50%

公司提
供连带
责任保
证 担
保 ， 上
海优壹
15%股
权提供
质押担
保

2020年 11月 21日披露《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5），经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及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深圳环球通过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高新投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借款 2.3亿元
人民币，借款期限 6 个月，公司及公司前全
资子公司帕拓逊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同时公司以持有的帕拓逊 20%股
权向高新投提供质押担保。
2021年 4月 6日披露《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经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借
款担保措施变更为公司以持有的上海优壹
15%股权向高新投提供质押担保，同时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变。 截
至目前该笔借款剩余未还金额为 1.3亿元。

肇 庆
环球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肇 庆 市
分行

2020
年 4
月 22
日

1
年 3,000 6.53

%
2021年
04 月
21日

9.80%

公 司 、
深圳环
球及香
港环球
提供连
带责任
保证担
保 ， 肇
庆环球
以其名
下的部
分土地
以及部
分地上
建筑提
供抵押
担保

2020年 3月 16日披露《关于对全资二级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22），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广东环球易购（肇庆）跨境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肇庆环球”）向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市分行（以下简称“建
行肇庆分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 1 年，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肇庆环球以其名下的部分土
地以及部分地上建筑作为抵押担保。该事项
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年 4月 15日披露《关于对下属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经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及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肇庆环球向建行
肇庆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 2年。公司、深圳环球
及香港环球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肇庆环球以其名下的部分土地以及部
分地上建筑提供抵押担保。

肇 庆
环球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肇 庆 市
分行

2020
年 5
月 13
日

1
年 5,000 6.53

%
2021年
05 月
12日

9.80%

公 司 、
深圳环
球及香
港环球
提供连
带责任
保证担
保 ， 肇
庆环球
以其名
下的部
分土地
以及部
分地上
建筑提
供抵押
担保

2020年 3月 16日披露《关于对全资二级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22），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肇庆环球向建行肇庆分行申请不超过人
民币 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
过 1 年，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肇庆环球以其
名下的部分土地以及部分地上建筑作为抵
押担保。 该事项于 2020年 3月 31日经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年 4月 15日披露《关于对下属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经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及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肇庆环球向建行
肇庆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 2年。公司、深圳环球
及香港环球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肇庆环球以其名下的部分土地以及部
分地上建筑提供抵押担保。

合计 23,100 -- -- --
1、深圳环球与工商银行自 2016 年以来长期存在融资合作，最高授信额度为 1.5 亿元，自 2020 年

以来深圳环球一直在陆续分期还款，因后期资金未及时到位，工商银行对深圳环球提起仲裁和破产清
算。 公司已于 2021年 6月 16日披露《重大诉讼仲裁公告》（公告编号：2021-084），目前该案件仍处于
仲裁期。 截至被申请仲裁前剩余未还本金为 2,100万元。

2、深圳环球通过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高新投申请的借款截至目前剩余未还金额为 1.3 亿元，
在此期间公司与高新投积极协商延期还款事宜， 近期高新投已内部审核通过关于延长借款期限的申

请，公司也已审议通过，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肇庆环球与建行肇庆分行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披露《关于对下属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及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授权， 肇庆环球向建行肇庆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 2
年。 公司、深圳环球及香港环球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肇庆环球以其名下的部分土地以
及部分地上建筑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就相关事项签订了相关担保合同，在后续合同履行过程中，建行
肇庆分行单方终止了授信并催要相关账款，并就相关事项对公司提起诉讼，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5 日
披露《重大诉讼仲裁公告》（公告编号：2021-097），建行肇庆分行就上述借款提起诉讼，目前该案件仍
处于诉讼期。 截至目前剩余未还金额为 8,000万元。

对于上述逾期情形，公司未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七、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7.03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471万元，较去年同期均出现大幅下滑。 请你公司分析说明上述指标大幅为负的具体原因，相关因素
是否具有持续性，是否导致你公司失去持续盈利能力。

1、请你公司分析说明上述指标大幅为负的具体原因，相关因素是否具有持续性
回复：（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单位：万元

2020年 1-6月 跨境通母公司 百圆裤业 上海优壹 深圳环球 帕拓逊 其他子公司 合计

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329.63 2,816.50 285,485.43 381,950.49 141,559.06 0.42 812,141.53

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2,036.17 2,738.83 328,942.97 364,587.78 102,801.43 14.63 801,121.7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06.54 77.67 -43,457.54 17,362.72 38,757.63 -14.20 11,019.74

单位：万元

2021年 1-6月 跨 境 通 母
公司 百圆裤业 上海优壹 深圳环球

帕 拓 逊
（2021 年
1-4月）

飒腾 其 他 子
公司 合计

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231.35 3,384.83 250,899.39 6,613.90 116,009.78 42,647.77 100.20 419,887.22

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5,662.58 4,132.04 285,808.87 26,050.40 111,879.21 56,464.79 164.58 490,162.4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431.24 -747.21 -34,909.48 -19,436.50 4,130.57 -13,817.02 -64.39 -70,275.26

2021年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主要原因为：
①子公司深圳环球业务大幅下滑， 核心岗位和业务骨干员工相继离职， 加之与供应商的债务纠

纷，使经营情况进一步恶化，自 5月份开始主营业务经营质量下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相关因素不具
有持续性。

②飒腾与深圳环球由于属于同一控制主体，商业信用受深圳环球被申请破产的影响而下降，部分
合作供应商要求增加信用保障从而进一步为飒腾现金流带来压力。 例如合作的支付公司要求增加账
户保证金，公司业务推广费、物流费的结款方式从原来有一定账期改为提前预付。 未来飒腾将逐步改
善经营情况，增加销售收入，相关因素不具有持续性。

③上海优壹虽然现金流为负但较去年有所改善，主要与其业务经营模式有关。 上海优壹应上游供
应商发货指标需求，需要先预付货款；为满足“618 大促”活动的需求，上海优壹增加备货量，以快速响
应市场需求，保证货品供应的充足性及物流运输的及时性；下游客户商的回款周期一般在 60-75 天左
右，受回款周期影响，导致上海优壹在上半年出现现金流为负数的情形。 受上述业务模式影响，相关因
素具有持续性。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单位：万元

2020年 1-6月 跨境通母公司 百圆裤业 上海优壹 深圳环球 帕拓逊 其他子公司 合计

归母净利润 -5,301.82 -2,432.61 10,120.07 9,645.05 15,132.24 -28.24 27,134.70

非经常性损益 -819.47 0.25 1,219.64 340.51 -19.66 0.08 721.35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482.34 -2,432.87 8,900.4,3 9,304.54 15,151.90 -28.32 26,413.35

单位：万元

2021年 1-6月 跨境通母公
司 百圆裤业 上海优壹 深圳环球 帕拓逊（2021

年 1-4月） 飒腾 其他子公司 合计

归母净利润 54,427.54 -691.16 7,790.47 -13,836.51 8,635.66 -185.75 -25.52 56,114.73

非经常性损益 56,034.39 34.23 1,089.59 2,402.00 25.42 0.04 59,585.6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06.85 -725.39 6,700.88 -16,238.51 8,610.24 -185.79 -25.52 -3,470.95

2021年上半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的主要原因为：
①深圳环球 2021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大幅下滑， 人员锐减， 导致扣非后净利润较去年大幅下降

2.55亿元，目前主营业务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相关因素不具有可持续性。
②帕拓逊因出售仅合并 1-4 月份数据，导致扣非后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影响本年度利润，相

关因素不具有可持续性。。
③上海优壹因运营费用增加导致扣非后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相关因素不具有可持续性。
2、是否导致你公司失去持续盈利能力
回复：上海优壹主营业务稳定，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问题；深圳环球主营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失去持续盈利能力；飒腾为公司未来跨境出口电商的主要运营主体，公司将积极筹措资金，促进飒腾
业务的快速发展，预计持续盈利能力将逐步提升。 上述影响因素会影响本年度各项数据指标，但不会
导致公司失去持续盈利能力。

问题八、截至 2021年上半年末，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 4.43亿元，较期初大幅增长 3.58亿元。 请你
公司补充披露上述预付账款的形成原因和具体内容， 并补充披露按预付对象归集的预付账款期末余
额前五名基本情况。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预付账款的形成原因和具体内容
回复：深圳环球在预付账款大幅增加，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客商辅助核算名称 本期增加 形成原因 具体内容
深圳市前海云途物流有限公司 1.11 物流业务 物流款
深圳市前海沃德太客供应链技术有限公司 0.69 物流业务 物流款
天浩投资有限公司 0.29 商品采购 电子产品
HongKong Suning.com Company Limited 0.28 采购商品 电子产品
品众 0.25 广告费用 广告费
MADHOUSE CO.LIMITED 0.23 广告费用 广告费
XiaomiH.K.Limited（小米） 0.11 采购商品 小米小家电等
兴城市美奇泳装制衣厂 0.06 采购商品 泳衣等服饰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珠珠服装厂 0.06 采购商品 服装
Radial Commerce Limited 0.06 物流业务 物流业务
兴城市韵情制衣厂 0.06 采购商品 服装
兴城市米岚制衣有限公司 0.05 采购商品 服装
兴城市千翔制衣厂 0.05 采购商品 服装
广州嘉馨服装有限公司 0.05 采购商品 服装
广州市海珠区碧芳服饰加工厂 0.05 采购商品 服装
兴城市海浪淘服装商店 0.04 采购商品 服装
兴城市艾迪斯制衣厂 0.04 采购商品 服装
深圳市南山区欧尚美汇服装厂 0.04 采购商品 服装
广州合利皮具有限公司 0.03 采购商品 服装
广州市红路皇服饰有限公司 0.03 采购商品 服装
合计： 3.58

2、补充披露按预付对象归集的预付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基本情况
回复：

单位名称 金额（元） 公司基本情况

深圳市前海云途物流
有限公司 68,164,225.00

法定代表人：彭国栋，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临海大道 59
号海运中心主塔楼 13 楼-1306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
项目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快递服务；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香港沃德太客供应链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41,431,556.55 法定代表人：李书昂，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目的国进口清关，目的国后

程派送

北京泰合鼎诚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29,695,757.00

法定代表人：王关翠，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 号 22 层 2201
内 06A 室，经营范围：投资咨询；企业策划；市场调查；会议服务；承办
展览展示活动。（“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HongKong Suning.com
Company Limited 22,978,546.49

董事： 徐耀華 ， 注册地址： 中国香港香港九龙半岛 4102 06 AIA
Kowloon Tower LandMark East 100 How Ming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H K，经营范围：TRADING OF GENERAL MERCHANDISE

天浩投资有限公司 22,892,457.94
董事：蔡成森 ，注册地址：中国香港香港其它 FLAT A ＆ B 12/F XIU
HUA COMM BLDG 211-213 JAFFE RD WANCHAI，经营范围：INV'T ＆
GEN TDG

合 计 185,162,542.98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1-098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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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9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1-096）。 根据相关规定要求，现就部分内容进行如下补充：

补充前：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提交的相关提案，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
4. 会议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0月 25日
…
补充后：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 14:30 召开公司

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提交的相关提案，现将会议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
4. 会议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0月 25日（星期一）14:30
…
补充后的公告全文如下：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 14:30 召开公司

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提交的相关提案，现将会议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 会议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0月 25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5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10月 25日 9:15-15:00。
5. 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股权登记日：2021年 10月 18日
7. 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 现场会议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航空城大道欧菲光未来城综合办公楼 7楼一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的要求，对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将对中小投资者即对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上述议案 1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上述事项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相关证券媒体
上刊登的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 案 编
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提案 √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2.00 《关于增加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式
1. 登记时间：2021年 10月 22日（星期五）（上午 9:00－11:00，下午 15:30－17:30）异地股东可用电子

邮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2.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商海路 91号太子湾商务广场 T6栋 9层。
3. 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
和出席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4.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参加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 会议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商海路 91号太子湾商务广场 T6栋 9层公司证券部。
3. 会议联系电话：0755-27555331
4. 会议联系传真：0755-27545688
5. 会议联系邮箱：ir@ofilm.com
6. 联系人：周 亮 毕 冉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362456；
2. 投票简称：欧菲投票；
3.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填，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或“弃权”；
4. 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提案，股东对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所有填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

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1年 10月 2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 2021年 10月 25日 9:15-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2021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欧菲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
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提案 √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2.00 《关于增加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1.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公司 2021 年第七

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2.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回避”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每项

均为单选，多选无效，如不做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3. 本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签字方为有效，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并由单位

法定代表人在委托人处签字。

证券代码：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0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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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28日（星期二）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9月 28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9月

28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8 日 9:15 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1 号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

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潘叶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1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05,929,61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1955%。
1、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6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242,434,6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890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35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63,494,9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3047%。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37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73,453,642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8.4504%。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部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

过。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305,80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592%；反对 12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73,328,84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301%； 反对 124,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

过。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305,740,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83%；反对 13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0%；弃
权 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73,264,84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430%； 反对 137,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76%；弃权 5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冷栋梁律师、吴雨晴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上
（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1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全部回购股份
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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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2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部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1 年 9 月
28日，公司召开了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此通知公司债权人：公司债权人均有

权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
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
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1年 9月 29日至 2021年 11月 12日，每个工作日 9:00—11:30，13:30-15:00
2、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莎
联系电话：0760-22839022
电子邮箱：luos@vatti.com.cn
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1号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中心
3、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

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2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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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奋

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20,9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916%；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后，
奋进投资累计质押股份为 61,549,998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50.885%，占公司总股本的 7.081%。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奋进投资函告，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

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质押到期日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石河子奋
进股权投
资普通合
伙企业

是 11,550,000 9.549% 1.329% 否 否 2021 年 9
月 23日

2022 年 9
月 22日

平安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偿 还
债务

控股股东奋进投资本次股份质押涉及的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
其他保障用途。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石河子奋进
股权投资普
通合伙企业

是 10,799,998 8.929% 1.242% 2020年 10月 9日 2021 年 9 月
24日

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 比
例

本次质押及
解除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及
解除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石河子奋
进股权投
资普通合
伙企业

120,960,000 13.916% 60,799,996 61,549,998 50.885% 7.081% 0 0% 0 0%

二、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奋进投资本次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不存在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的情形。
2、截至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奋进投资不存在将于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奋进投资将于未来一

年内（含一年，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38,549,998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1.87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435%，对应融资余额为 11,515万元。 奋进投资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
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自筹资金等。

3、控股股东奋进投资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 控股股东奋进投资本次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均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

涉及业绩补偿义务情况。
5、控股股东奋进投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

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况，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如后续出现风险，奋
进投资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

6、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奋进投资的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对账单；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