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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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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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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下午 14:45；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京基滨河时代广场 A 座 2405 室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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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温志平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8 名，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1,582,36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04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名，共计持有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81,387,0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6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计 7 名，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95,3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4%。 中小股东出
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195,35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474%。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195,35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0.047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509,3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105％；反对 73,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2,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6056％；反对 73,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94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509,3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105％；反对 73,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2,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6056％；反对 73,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94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符合《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9 月 16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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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注销温州荣海仁智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概述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衡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衡
都”，现已更名为上海衡都实业有限公司）拟用自有资金与北京恒盈元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盈
投资”）合伙投资设立并购基金，本次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及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2017 年 3 月 4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
公告》、《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17、2017-030）。
由于该并购基金进展晚于预期， 经恒盈投资与公司友好协商， 恒盈投资不再担任基金普通合伙人，
2018 年 3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
的普通合伙人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引入江苏荣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海资产”）为本并购基金
的普通合伙人，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变更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普通合伙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5）、《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
该并购基金已取得平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并
购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9）。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温州荣海仁智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注销温州荣海仁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并购基金”），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并购基金的注销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全资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的并购基金的事项
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注销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具体如下：
二、 拟注销主体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温州荣海仁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26MA2CP9GE90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类型：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苏荣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吴松涛）
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9 日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南麂镇美龄宫(南麂柳成山庄 676 室)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服务）。
2、股权结构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荣海资产

普通合伙人

10

0.02%

0

上海衡都

有限合伙人

10,000

16.67%

0

北京北上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公司

10,050

16.75%

0

周东君

有限合伙人

34,990

58.31%

0

韩红卫

有限合伙人

4,950

8.25%

0

合计

-

60,000

100%

0

三、 注销并购基金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该并购基金未开展实质性运营。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求，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
本，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能力，公司拟注销该并购基金。 并购基金注销后，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没有变化，
亦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四、 备查文件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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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宏川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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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
上市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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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行权的期权简称：宏川 JLC1
2、本次行权的期权代码：037812
3、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28.1736 万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6%
4、本次股票期权行权采用集中行权模式
5、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 年 9 月 17 日
6、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数量：41 人
7、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4.53 元/股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并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决定授予 66 名激励对象合计 100.00 万份股票期权、授予 8 名激励
对象合计 50.0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因公司 1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其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将本次激励计划调整为授予 65 名激励对象合计 98.50 万份股
票期权、 授予 8 名激励对象合计 50.0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并确定了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2019 年 2 月 26
日。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因公司 1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其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经审议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1.00 万份股票期权进行
注销，股票期权数量由 98.50 万份减少至 97.50 万份。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因公司 2 名股票期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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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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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 14：30 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 9:15-15:
00。。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北环路海能达大厦会议室。
3、会议方式
现场记名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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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财务总监魏东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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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1 人，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1,038,041,616 股，占
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284%，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49,593,357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203%。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2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8,448,2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81%。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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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参 加 投 票 的 中 小 股 东 及 股 东 授 权 委 托 代 表 共 26 人 ， 代 表 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数 为
75,205,60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50%。
8、公司部分高管、监事出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未达业绩考核目标的限制性股票并终止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联股东曾华、魏东、周炎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024,087,563 股（其中现场投票 948,893,357 股同意，网络投票 75,194,206 股同意），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 反对 11,40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11%；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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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5,194,2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8%；反对 11,4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证券代码：002174
债券代码：1280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公告编号：2020-059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 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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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族转债将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按面值支付第一年利息，每 10 张游族转债（面值 1,000.00 元）利息
为 4.00 元（含税）。
2. 债权登记日：2020 年 9 月 22 日
3. 本次付息期间及票面利率：计息期间为 2019 年 9 月 23 日至 2020 年 9 月 22 日，票面利率为 0.4%。
4.“游族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0.4%、第二年为 0.6%、第三年为 1.0%、第四年为 1.5%、第五年为
1.8%、第六年为 2.0%
5. 付息日：2020 年 9 月 23 日
6. 除息日：2020 年 9 月 23 日
7. 游族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9 月 22 日，凡在 2020 年 9 月 22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
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2020 年 9 月 22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在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
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8. 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0 年 9 月 23 日
9. 下一付息期间利率：0.6%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公开发行了 11,500,000 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游族转债”，债券代码:128074），根据《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以下
简称“
《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公司将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支付 2019 年 9 月 23 日至 2020 年 9 月
22 日期间的利息。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证券简称：*ST 仁智

公告编号：2020- 079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光辉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经出席监事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更
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具体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80）。
三、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629

证券简称：*ST 仁智

公告编号：2020-078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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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上午 10:00 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温志平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能够
更加客观、准确反应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
项。
详情参见同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0）。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
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注销温州荣海仁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情参见同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拟注销温州荣海仁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
三、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629

证券简称：*ST 仁智

公告编号：2020-08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
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
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的相
关规定，将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监局浙江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
[2020]9 号）（以下简称“
《告知书》”），《告知书》 中指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衡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3 月与广东中经通达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存在资金拆借事项。 经公司进行相关核查，上述事项未履
行相关盖章审批程序，该笔违规借款目前尚未涉及诉讼，且公司账户未收到任何该笔借款资金，故之前公
司账面未对该事项进行账务处理。
二、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及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前期差错更正的具体会计处理
针对上述差错，公司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相应调整 2019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其他
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未分配利润等科目；相应调整公司 2019 年度合并利润表财务费用、信用减值损失等科
目。
（二）前期差错更正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针对上述事项追溯调整对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与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产生的影响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短期借款应付利息

3,671,695.13

非金融机构借款利息

2,734,000.00

1,194,000.00

4,078,869.92

-450,000.00

合计

6,405,695.13

1,194,000.00

-3,946,284.67
27,296,906.98
28,093,426.43

-1,990,000.00
-1,990,000.00
-1,990,000.00

28,970,179.23

-1,990,000.00

期末余额

18,373,663.99

期末余额
3,943,189.79
284,543,676.62
86,672,550.00
789,698.87
72,656.94
2,241,067.30
378,262,839.52
358,893,101.13
19,369,738.39

期初余额
320,338,977.62
86,861,817.01
856,838.87
111,056.94
453,209.70
2,126,361.71
410,748,261.85
376,603,321.61
34,144,940.24

代扣代缴

33,648.28

49,699.55

其他

908,607.52

1,116,210.45

合计

22,012,915.62

22,000,873.99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备用金

1,257,007.65

275,442.10

保证金

371,697,023.69

404,095,344.89

其他单位往来

5,308,808.18

6,377,474.86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合计

378,262,839.52

410,748,261.85

利息支出

6,863,184.58

5,588,984.59

减：利息收入

39,024.45

37,023.13

汇兑损益

-8.82

639,390.92

其他

38,267.20

314,659.88

合计

1．按账龄披露
账龄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小计
减：坏账准备
合计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金额

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
355,376,472.68
其他应收款
按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22,886,366.84
的其他应收款
其中：账龄组合
关联方组合
合计

比例（%）

坏账准备
金额

计提比例（%）

93.95

355,376,472.68

100.00

6.05

3,516,628.45

15.37

账面价值

6.05

3,516,628.45

15.37

19,369,738.39

100.00

358,893,101.13

94.88

19,369,738.39

比例（%）

坏账准备
金额

计提比例（%）

90.98

373,702,682.69

100.00
7.83

-1,244,000.00

调整后期初未分配利润

-510,680,400.58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970,179.23
-481,710,221.35

6,862,418.51

6,506,012.26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坏账损失

4,078,869.92

合计

4,078,869.92

注释 71 信用减值损失

9.02

2,900,638.92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坏账损失

—
——

-373,657,896.14

存货跌价损失

-983,753.06

-8,554,687.55

34,144,940.24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337,270.34

-1,654,837.59

合计

-1,321,023.40

-383,867,421.28

账面价值

37,045,579.16

9.02

2,900,638.92

7.83

34,144,940.24

410,748,261.85

100.00

376,603,321.61

91.69

34,144,940.24

4．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坏账准备

44,743,736.72

浙江尚道国际 贸易 有限公
15,000,000.00
司
北京奥燃高新 技术 实业有
8,658,945.97
限公司
广东中经通达 供应 链管理
5,000,000.00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慧喆企业 发展 有限公
5,300,000.00
司
大庆国世能科 学技 术有限
2,000,000.00
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 弘达 晟国际
61,000,000.00
贸易有限公司

计提比例（%）

183,100,000.00

100

44,743,736.72

100

15,000,000.00

100

8,658,945.97

100

5,000,000.00

100

5,300,000.00

100

2,000,000.00

100

61,000,000.00

100

浙江尚道国际 贸易 有限公
25,000,000.00
司

25,000,000.00

100

上海荣禹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100

其他
合计

573,789.99
355,376,472.68

573,789.99
355,376,472.68

100
100

计提理由
对方拒绝付款，已提起诉
讼
对方拒绝付款，已提起诉
讼
对方拒绝付款，已提起诉
讼
对方拒绝付款，已提起诉
讼
对方拒绝付款，已提起诉
讼
对方拒绝付款，已提起诉
讼
对方拒绝付款，已提起诉
讼
对方拒绝付款，已提起诉
讼
对方拒绝付款，已提起诉
讼
对方拒绝付款，已提起诉
讼
无法收回款项

5．按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其他应收款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未来 12 个月预期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合计
信用损失
(未发生信用减值)
(已发生信用减值)
2,900,638.92
373,702,682.69
376,603,321.61
5,001.83

621,058.86

568,788.16
18,900,000.00

6,506,012.26
-383,867,421.28
-454,877,579.94
-623,218,560.35
-624,294,433.57
-619,856,118.90

-1,244,000.00

1,189,847.02
18,900,000.00

67.50

67.50

3,516,628.45

355,376,472.68

358,893,101.13
备注

7．本报告期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
核销金额

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

67.50

8．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
占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的 坏账准备
账龄
比例(%)
期末余额
1-2 年 、2-3
48.41
183,100,000.00
年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湖州贸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保证金

183,100,000.00

张家港保税区弘达晟国际贸
保证金
易有限公司
上海苏克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金
浙江尚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金
上海众生行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金
合计

61,000,000.00

1-2 年

16.13

61,000,000.00

44,743,736.72
40,000,000.00
10,000,000.00
338,843,736.72

1-2 年
2-3 年
1-2 年

11.83
10.57
2.64
89.58

44,743,736.72
40,000,000.00
500,000.00
329,343,736.72

注释 41 其他应付款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付利息

6,405,695.13

1,194,000.00

其他应付款

22,012,915.62

22,000,873.99

合计

28,418,610.75

23,194,873.99

项目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加：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收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报告期利润

应付股利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股本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264,448,844
179,545,652
443,994,496

本次增减
（股）
0
281,736
281,736

比例（%）
59.60%
40.40%
100.00%

比例（%）
59.56%
40.44%
100.00%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5、本次行权后按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行权完成后，按新股本 443,994,496 股摊薄计算，2019 年度公司每股收益为 0.33 元。
四、本次行权缴款、验资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出具的《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0）第 441ZC00244 号），截至 2020 年 7 月 16 日，公司已收到激励对象的行权款共
计 4,093,624.08 元。 本次行权后，公司新增股本 281,736.00 元，变更后的股本为 44,399.4496 万元。
公司已完成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相关证明文件。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因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28.173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6%，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相关证明文件；
2、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
（2020）第 441ZC00244 号）。
特此公告。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930
债券代码：128121

证券简称：宏川智慧
债券简称：宏川转债

公告编号：2020-124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宏川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公告编号：2020-089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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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陈清州先生通知，获悉陈清州先生将其
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办理了质押延期购回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是否为 控
是 否
股股 东或 质 押 延 占其所 占公司 是 否
为 补 质 押 起 原 质 押 延期后质
股东名称 第 一 大 股 期 数 量 持 股 份 总 股 本 为 限
质权人
充 质 始日
到期日 押到期日
东 及 其 一 （万股） 比例
比例
售股
押
致行动人
陈清州

是

2,523

2.66%

1.37%

否

否

质押用
途

安信证
2018 年 2020 年 2020 年
券 股 份 偿还债
5 月 16 9 月 14 11 月 15
有限公 务
日
日
日
司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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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质押股份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情况
本次质押延 本次质押延 占其所 占公司
持 股 数 量 持股比
期前质押股 期后质押股 持股份 总股本
占 未
（股）
例
已质押股份 占已质 未质押股份
份数量
份数量
比例
比例
质 押
限售和冻结 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股 份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陈
清
州

948,803,357

51.58
%

611,806,000 611,806,000

64.48
%

33.26
%

509,576,000

83.29
%

202,026,518

59.95
%

翁
丽
敏

17,600,000

0.96%

11,440,000

65.00
%

0.62%

0

0.00%

0

0.00%

合
计

52.53
966,403,357
%

33.88
%

81.76
509,576,000
%

202,026,518

58.87
%

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未达业绩考核目标的限制性股票并终止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
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51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28.49 万股；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708 名激励对象未达到解
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828.696 万股；同意公司终止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
计划”）并回购注销 708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
1,243.044 万股。 本次全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200.23 万股，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的 1.20%。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838,081,991 股减少至 1,816,079,691 股，注册资本由
1,838,081,991 元减少至 1,816,079,691 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
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为公司控股股东陈清州先生对前期股份质押的延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本次
股份质押延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质押股份风险可
控，暂不存在平仓风险。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480,906,000 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 49.76%，占公司总股本的 26.14%，对应融资余额为 130,452.91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 591,246,000 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1.18%，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14%， 对应融资余额为

一、 游族转债基本情况
(一) 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28074
(三)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115,000.00 万元（1,150.00 万张）
(四)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115,000.00 万元（1,150.00 万张）
(五)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六)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19 年 10 月 21 日
(七) 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即自 2019 年 9 月 23 日至 2025 年 9 月 23 日
(八)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起止日期：即自 2020 年 3 月 27 日至 2025 年 9 月 23 日
(九) 债券利率：第一年 0.4%、第二年 0.6%、第三年 1.0%、第四年 1.5%、第五年 1.8%、第六年 2.0%。
(十)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
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即
2019 年 9 月 23 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深圳分
公司”）
（十三）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十四）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级别：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诚信”）评级，根据中诚信出具的《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
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游族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
2020 年度，中诚信对公司及公司存续期内相关债项进行了跟踪评级，根据中诚信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
出具的《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20）》，维持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
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游族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
二、 游族转债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付息为“游族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19 年 9 月 23 日至 2020
年 9 月 22 日。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0.40%，即每 10 张“游族转债”（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人民币 4.00 元人
民币（含税）。 对于持有“游族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
付派发机构按 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3.20 元；对于持有
“游族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 和 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4.00 元；对
于持有“游族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 10 张派发利息 4.00 元，自行缴纳债券利
息所得税。
三、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本次可转债付息的债 权登记日、付息日及除息日如
下：
（一） 债权登记日：2020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
（二） 付息日：2020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
（三） 除息日：2020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
四、 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9 月 22 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游族转债”持有人。
五、 本次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登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并向中登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划付用于支付利息

11,440,000

64.49
623,246,000 623,246,000
%

10,528,972.70

340,639.45

406,144.88

6,863,184.58
-11,885,027.66
-497,802.45

5,588,984.59
-10,698,673.52
892,053.59

3,559,828.94
22,807,408.46
9,625,340.34

10,819,558.45
17,855,224.70
190,181,418.35

62,199,956.23

1,262,925.39

89,168,569.44
34,017,835.26

34,017,835.26
23,635,053.81

55,150,7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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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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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0.027

-0.027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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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海能达

-2,931,334.48

383,867,421.28
10,258,495.46
433,321.41
5,424,437.07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121
债券简称：宏川转债
调整前后转股价格：未发生变化，仍为 20.25 元/股
一、 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有关规定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公开发行了 670.00 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根据《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公司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
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设调整前转股价为 Po，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率为 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为 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调整后转股价为 P（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
则：
派发现金股利：P＝Po-D；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Po/（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Po＋A×K）/（1＋K）；
三项同时进行时：P＝（Po-D＋A×K）/（1＋N＋K）。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
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
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
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
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
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以及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本次行权采取集中行权方式，行权价格为 14.53 元/股，行
权后股本增加 28.1736 万股，相比行权前公司股本新增比例为 0.06%。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有关规定，本次行权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需进
行调整，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未发生变化，仍为 20.25 元/股。
具体计算过程为：P＝（20.25＋14.53×0.06%）/（1＋0.06%）
特此公告。

漏。

证券代码：002583

-624,294,433.57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4、本次行权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264,448,844
179,263,916
443,712,760

上期金额

28,093,426.43
-4,078,869.92
1,321,023.40
7,590,139.23
196,274.27
1,195,725.64

三、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数据的说明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数据已经公司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专项鉴
证报告，具体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报告。
四、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及会计差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的有关
规定和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反应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
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更
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
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未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一）应付利息

股份性质

本期金额

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29.55
润

本期坏账准备转回或收回金额重要的其他应收款

项目

注释 79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十八、补充资料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5,001.83

单位名称

提取或分配比例(%)

注释 72 资产减值损失

期末余额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湖州贸联机械 设备 有限公
183,100,000.00
司

期初余额
期初余额在本期
—转入第二阶段
—转入第三阶段
—转回第二阶段
—转回第一阶段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
本期转销
本期核销
其他变动
期末余额

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调增+，调减-）

19,369,738.39

378,262,839.52

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
373,702,682.69
其他应收款
按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37,045,579.16
的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509,436,400.58

注释 66 财务费用

22,886,366.84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金额

其中：账龄组合
关联方组合
合计

金额

调整前上期末未分配利润

期末未分配利润

续：
类别

项目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3．按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分类披露
类别

1,000,000.00

注释 60 未分配利润

2．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18,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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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300.00

20,326,033.91

合计

公告编号：2020-088

期初余额

企业间拆借往来

-1,244,000.00
9,950,000.00
会计差错更正金额(“-”表示调
减)
1,194,000.00
-50,000.00
-1,244,000.00
-1,244,000.00
-1,244,000.00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744,625.91

34,144,940.24

23,846,788.02
336,354,853.21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期末余额

保证金
19,369,738.39

转回或收回方式

-3,234,000.00

款项性质

合计

银行转账

51,189,853.62

6,405,695.13

代收款

18,900,000.00

-3,234,000.00

合计

34,144,940.24

转回或收回金额

52,186,520.01

详见注释 16.短期借款

2,734,000.00

19,369,738.39

上海苏克实业有限公司

19,369,738.39
187,390,272.83
365,434,954.28
28,418,610.75
309,753,770.22
314,245,100.66
-481,710,221.35

逾期原因

3,671,695.13

广东中经通达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应收款

单位名称

会计差错更正金额(“-”表示调
减)
9,500,000.00
9,500,000.00
9,500,000.00
12,734,000.00
12,734,000.00
12,734,000.00
-3,234,000.00

逾期金额

上海掌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其他应付款
1．按款项性质列示的其他应付款

应收股利

-1,244,000.00

更正后金额

借款单位

期初余额

23,966,701.61

更正后金额

期初余额

重要的已逾期未支付的利息情况：

应收利息

会计差错更正金额(“-”表示调
减)
9,950,000.00
9,950,000.00
9,950,000.00
11,194,000.00
11,194,000.00
11,194,000.00
-1,244,000.00

更正后金额

2、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8,034,216 股（其中现场投票 949,593,357 股同意，网络投票 88,440,859 股同意），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的 99.9993%； 反 对 7,400 股 ， 占出 席股 东大 会有 表决 权股 份 总数 的
0.0007%；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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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5,198,2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反对 7,4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取消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陈清州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89,230,859 股（其中现场投票 790,000 股同意，网络投票 88,440,859 股同意），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7%；反对 7,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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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5,198,2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反对 7,4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
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国浩律师（深
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证券简称：海能达

9,500,000.00
会计差错更正金额(“-”表示调
减)
1,540,000.00

更正后金额

项目

2020 年 9 月 16 日 星 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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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2,418.51

34,144,940.24
157,519,182.61
336,354,853.21
23,194,873.99
312,508,065.19
312,508,065.19
-510,680,400.58

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均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经审议决定对该部分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总计 1.00 万
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股票期权数量由 97.50 万份减少至 96.50 万份。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公司 20 名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因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未达标，不符合第一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经审议决定对该部分人员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总计 22.40 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股票期权数量由 96.50 万份减少至 74.10 万份。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以及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权益的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可行
权/可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达到考核要求的 42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8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根据《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规定及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由 27.17 元/份调整为 19.19 元/份，股票期权数量由 74.10 万份调整为 103.74 万份。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根据《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规定及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由 19.19 元/份调整为 14.53 元/份，股票期权数量由 103.740 万份调整为 134.862 万份。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为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计行权数量
为 28.1736 万份，占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总数的 20.89%。
2、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 A 股普通股股票。
3、本次行权人数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共计 41 人。
4、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后续行权安排
公司董事会确认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后， 公司 1 名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3.2760 万
份（其中，第一个行权期涉及的股票期权为 1.3104 万份），该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公司将择期办理注销手续。
5、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前 6 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公司核查，未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本次行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0 年 9 月 17 日。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8.1736 万股。
3、本次行权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经核查，本次参与行权的激励对象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代码：002583

365,434,954.28

（三）更正 2019 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情况
注释 8 其他应收款

上海苏克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合并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金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24,194,940.24
流动资产合计
147,569,182.61
资产总计
326,404,853.21
其他应付款
12,000,873.99
流动负债合计
301,314,065.19
负债合计
301,314,065.19
未分配利润
-509,436,400.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合
25,210,701.61
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090,788.02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326,404,853.21
合并利润表
更正前金额
（2018 年度）
财务费用
5,312,012.26
资产减值损失
-383,817,421.28
营业利润
-453,633,579.94
利润总额
-621,974,560.35
净利润
-623,050,433.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 利
-618,612,118.90
润
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金额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9,869,738.39
流动资产合计
177,890,272.83
资产总计
355,934,954.28
其他应付款
15,684,610.75
流动负债合计
297,019,770.22
负债合计
301,511,100.66
未分配利润
-478,476,221.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合
55,420,520.01
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423,853.62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355,934,954.28
公司利润表
更正前金额
（2019 年度）
财务费用
5,322,418.51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填
4,528,869.92
列）
营业利润
-1,956,284.67
利润总额
29,286,906.98
净利润
30,083,426.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 利
30,960,179.23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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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52.91 万元。
（3）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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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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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北非某
国公共安全客户终端采购项目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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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非某国公共安全客户签署了专业无线通信终端
设备采购项目的合同，合同金额 512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500 万元），主要是为该国公共安全客户提供专
业无线通信数字终端设备，包括手持终端、车载台等。
公司本次签署的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北非某国公共安全客户是国家政府机构，履约能力较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该国家政府
机构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签约双方：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北非某国公共安全客户。
2. 合同金额：512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500 万元）。
3. 结算货币：美元。
4、合同有效期：3 年内执行完毕。
5、交付：可分批交付，客户在收到货物后组织验收并出具初步验收报告，并于保修期满后出具最终验收
报告。
6、付款：付款金额按照合同约定价格和每批次交付数量计算。
7、每批次设备保修期为 12 个月，从初步验收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把握该国专网通信数字化升级的契机实现销售。 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助于公司在该国和非洲
其他国家专网通信市场的业务拓展。 今年以来，全球疫情蔓延，当前各国政府逐渐复产复工，对专网通信设
备的需求较为迫切，公司将尽最大努力帮助客户实现和提升专网通信设备的使用需求，抗击疫情，恢复经
济。
2、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技术、人员、产能等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本合同不影响公司
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3、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0.45%，合同的履行会对公司未来营业总收入和营业
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项目是公司承担的境外项目，虽然公司已积累较多的境外大型项目建设经验，但境外项目仍受当地
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履约风险。 另外，汇率的波动也对该项目的实际收益产生一定影
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北非某国公共安全客户签署的合同。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的资金。 中登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 将“游族转债”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或中登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 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统一由各付息兑付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二）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8]108 号）等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
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
免征企业所得税。 上述暂免征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 场所取得的与该机
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三）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 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地址：上海市宜山路 711 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
联系人：许彬
联系电话：021-33671551
传真：021-33676520
八、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