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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丁立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贺建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维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90,336,212.90 708,758,045.43 -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358,605,870.88 -5,047,252,112.6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820,298.20 -51,032,020.2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5,952,611.89 115,562,775.00 -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1,919,067.14 -366,638,877.9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8,797,409.62 -368,940,345.0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3 -0.1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3 -0.15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2,362.93 984,798.4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505,327.60 8,238,327.60

债务重组损益 22,976.73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964,531.84 -21,725,729.2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0,590,856.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2,373.78 -325,866.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3.80 1,361.48

所得税影响额 -28,309.74 -908,381.73

合计 -767,578.63 -3,121,657.5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2,83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庄敏 687,000,000 28.18 687,000,000

质押 677,613,907

境内自然

人

冻结 687,000,00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厦门信托－汇金

1619号股权收益权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002,924 6.15 150,002,924 冻结 150,002,924 其他

华融证券－ 平安银

行－华融股票宝28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2,901,000 5.45 132,901,000 冻结 132,901,000 其他

陈海昌 108,797,736 4.46 108,797,736

质押 108,000,000

境内自然

人

冻结 108,797,736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厦门信托－汇金

1615号集合资金信托

100,000,000 4.10 100,000,000 冻结 100,000,000 其他

庄明 42,499,116 1.74 42,499,116 质押 42,000,000

境内自然

人

红塔红土基金－浙商

银行－渤海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40,150,814 1.65 0 无 0 其他

齐鲁证券资管－工商

银行－齐鲁青辰8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7,199,434 1.12 27,199,434 无 0 其他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7,050,000 1.11 27,050,000 冻结 27,050,000 国有法人

华融证券－ 招商证

券－华融股票宝22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7,042,000 1.11 27,042,000 冻结 27,042,00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红塔红土基金－浙商银行－渤海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

40,150,814 人民币普通股 40,150,814

范中 17,06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62,300

金鹰基金－宁波银行－金鹰穗通定增

186号资产管理计划

13,458,950 人民币普通股 13,458,950

华龙证券－农业银行－华龙证券金智汇

3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308,262 人民币普通股 13,308,262

丁韶华 11,983,485 人民币普通股 11,983,485

刘少帅 7,200,53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53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05,388 人民币普通股 6,605,388

赵志伟 6,547,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47,000

陆战玲 3,63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39,000

陆洪英 3,405,2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5,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①庄敏、庄明系兄弟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②华融证券－平安银

行－华融股票宝2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融证券－招商证券－华融股票宝

2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为华

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③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汇金1619号股

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汇金1615号集合资金信托的实际控制人为长

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长江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中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

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应收账

款

15,774,309.58 2.29 5,235,586.52 0.74 201.29

主要原因是销售货款

未到期所致。

预付账

款

12,411,818.79 1.80 7,999,387.46 1.13 55.16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新

增采购款所致。

长期待

摊费用

2,387,463.95 0.35 3,571,387.68 0.50 -33.15

主要原因是本期增加

的其他摊销所致。

应付票

据

4,076,400.00 0.59 500,000.00 0.07 715.28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

司新增票据支付货款

所致。

应付利

息

739,033,036.49 107.05 451,901,903.03 63.76 63.54

主要原因是公司资金

短缺、流动性不足，逾

期借款未支付， 相应

利息支出及逾期利息

增加所致；

递延收

益

980,000.00 0.14 1,610,000.00 0.23 -39.13

主要原因是本期摊销

至其他收益所致。

其他综

合收益

2,042,958.06 0.30 1,477,649.13 0.21 38.26

主要原因是外币财务

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

致。

3.1.2�利润表科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05,952,611.89 115,562,775.00 -8.32

营业成本 66,378,823.94 91,447,509.43 -27.41

销售费用 5,238,817.57 14,878,857.21 -64.79

管理费用 52,480,561.29 111,069,622.12 -52.75

财务费用 293,025,426.63 229,296,357.29 27.79

研发费用 4,259,180.07 41,506,512.51 -89.74

营业外支出 21,934,784.01 29,334.99 74673.45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公司资金短缺，业务开展缓慢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成本随收入的减少而相应减少，且因资金短缺、生产经营恢复慢，相应

人工成本及费用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公司生产经营恢复慢，职工薪酬等费用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公司生产经营恢复慢，职工薪酬等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公司资金短缺、流动性不足，逾期借款未支付，相应利息支出及逾期利

息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公司资金短缺、流动性不足，致使公司生产经营恢复慢，研发投入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支出变动的原因：主要原因是本期诉讼赔偿、违约金、赔偿金及罚款支出的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科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820,298.20 -51,032,020.22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5,492,417.77 3,796,633.15 571.4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741,057.63 5,507,652.46 -258.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公司资金短缺、流动性不足致使生产经营恢复

缓慢，经营性收支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及其他投资公司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取得的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受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于2017年12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苏证调查字2017090号）：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请

予以配合。 ”

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2019]68号），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2）。 因相关行为导致公司本次违

法的事实不属于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条规定的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 不存在触发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的强制退市条件。

2、公司股票已被暂停上市

因公司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净资产为负， 且公司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的财务报表被年报审计机

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等情形触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1.1条第二项、 第四项的规

定，公司股票于2019年5月24日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公司正全力推进债务重整工作，以期引入战略投资者，帮助公司摆脱财务危机。 但截至目前仍债务重整工

作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流动性风险尚未解除，导致公司业务发展缓慢，盈利能力受限，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

可能继续为负，公司股票可能被退市处理。

3、公司被申请破产重整的进展

2018年，公司被深圳市嘉实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公司” ）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详

见公司于2018年6月9日披露的《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9）。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嘉实公司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裁定书。 该债权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

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法院将指定管理人，债权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或公司

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若重整计划草案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

通过并获得受理法院裁定批准，公司债权人将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 如果重整计划草案

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第14.3.1条第（十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在法院受理审查案件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及时披露相关进

展情况。 同时，公司将继续在现有基础上做好日常运营工作。

4、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启动预重整

前期申请人深圳金海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申请

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千里电子” ）预重整。 2019年9月16日，公司收到

深圳中院送达的（2019）粤03破申399号《决定书》，决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千里电子启动预重整。详情请见

公司于2019年9月17日披露的《关于法院决定对全资子公司启动预重整的公告》。

在预重整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法院及管理人推进相关预重整工作，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5、公司拟实施债务重组化解公司多重重大危机

2019年5月公司股票已被暂停上市。 为解决公司目前面临的多重重大危机，争取恢复上市，公司管理层积

极推进破产重整工作，但截至目前破产重整尚未得到法院受理。 如2019年年末公司的重大危机无法得到妥善

解决，即公司将不能满足申请恢复上市的条件，公司股票将面临被退市的风险。

面对这一紧迫局面，公司管理层坚持不懈地寻求解决方案，现拟通过与相关方进行债务重组的方式化解

危机。 因此，公司管理层拟推进完成下述事项：

(1)推进业绩补偿承诺的履行

公司于2015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千里

电子” ）未能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前实现业绩承诺。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承诺方庄敏、庄明、陈海昌、蒋俊杰、深圳

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合称“承诺方” ）与公司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和《盈利预测补偿

补充协议》， 承诺方应当以保千里电子2015年度、2016年度及2017年度累计实现盈利数与承诺业绩之间的差

额部分进行补偿，承诺方所补偿的1,359,971,698股股份应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

但截至目前，上述应补偿股份已经被承诺方分别全部质押给多家金融机构，其中535,058,451股已经被司

法划转，其余股份已被多家拥有质押权的金融机构陆续启动拍卖或抵债程序，其中公司已知的庄敏股份已被

申请24轮司法冻结，因此上述股份回购程序存在实质性障碍，无法实施。

公司拟与上述股票质押权人共同协商，达成处置方案，完成上述股份回购，履行业绩补偿协议。

（2)完成业绩承诺补偿后股东权益调整方案

如公司退市，全体股东权益将受到极大损失，而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债务重组是妥善保障股东合法权益

的唯一有效途径，因此股东需要让渡股份进行权益调整。

权益调整的具体方式为：以1元总价回购业绩承诺所涉1,359,971,698股股票，在回购完成后，相关股东拟

让渡该等股票，交由公司处置，用于引进战略投资者、筹集偿债资金、解决相关遗留问题，以及支持公司实现可

持续经营。

（3）制定并推动债务重组方案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净资产为-535,860.59万元、净利润为-30,879.74万元，严重资不抵

债，因此公司迫切需要在短期之内筹集偿债资金，与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实现净资产转正。 公司拟通过

与债权人协商的方式，制定债务重组方案，利用战略投资者提供的偿债资金清偿债务，有效解决公司债务危机。

6、涉嫌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

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千里电子” ）、深圳市图雅丽特种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图雅丽” ）存在涉嫌由原实际控制人庄敏主导下的违规担保事宜，涉及承担担保责任金额合计

约为6.52亿元。

2018年公司下属子公司保千里电子、图雅丽已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宝生银行，请求判决涉嫌违

规担保的合同无效。一审已判决，公司败诉。目前，公司已启动上诉，上述案件二审正在进行中，公司正积极配合

法院工作，努力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争取挽回公司损失。

7、公司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涉及诸多诉讼，公司大部分资产被冻结

目前，公司存在大额未清偿债务，严重资不抵债。

目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江苏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民生

银行、汇丰银行、中国银行、浦发银行、东方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等金融机构

起诉。 因起诉方申请诉前保全，公司所持有的下属子公司股权全部被司法冻结，公司位于南山的房产均被查

封，公司被冻结资金1.81亿元，被查封的存货账面价值4,486.59万元，公司及保千里电子的发明专利被查封。 详

见公司披露的与诉讼及资产冻结有 关的公告。

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于2017年8月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部分中小投资者据此对公司提起诉

讼，目前已收到中小投资者起诉案件共1417件,涉及诉讼金额约2.76亿元，其中，1261例已出判决书，36例已撤

诉，判决赔偿金额9418.77万元，公司已因此被司法强制划扣38.64万元。 针对上述诉讼事项，公司已及时聘请相

关的应诉律师工作团队，积极主动地处理该索赔诉讼相关的法律事务，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8、逐步调整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2018年度内部控制报告的审计结论，针对性地对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进行整改，强化内

部控制体系建设，完善内部控制运行机制，提升内部控制水平。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承 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如未能及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步计划

盈 利

预 测

及补

庄 敏 、

深圳日

昇创沅

资产 管

理有限

公 司 、

陈 海

昌 、 蒋

俊 杰 、

庄明

如果保千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当年及其后

两个会计年度 对应的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承诺

预测净利润数额，则交易对 方庄敏、日昇创沅、

陈海昌、蒋俊杰、庄明将按照其与本公 司签署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和《盈利预测补偿补充

协 议》的约定进行补偿。 即：2015�年度、2016�年

度、2017�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28,347.66�万元、 36,583.81�万元、

44,351.12�万元。

2015 年

-2017

年

保千里电子2015年

度、2016年实现扣

除非经常损益后的

净利润分别为 43,

714.50万元 、101,

697.70万元。 2017

年度保千里电子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 润为

-428,213.40万元，

保 千 里 电 子

2015-2017年度累

计实现盈利数未完

成承诺业绩。

因2015-2017年度保

千里电子累计实现

利润未完成承诺业

绩，公司启动业绩补

偿程序，并督促承诺

方及时履行业绩补

偿义务。 承诺方拥有

的本次发

行股份将全部由

公司以 1元总 价回

购。 由于承诺方未按

约定履行业绩补偿

承诺事宜，公司已向

宝安区人民法院起

诉，目前已立案。

解 决

关 联

交易

庄 敏 、

深圳日

昇创沅

资产 管

理有限

公 司 、

陈 海

昌 、 蒋

俊 杰 、

庄明

在作为公司的股东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减少并规范与公

司、保千里电子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

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

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手

续，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本人若

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公司、保千里电

子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造成的一切损失。

2014 年

5 月 20

日至长

期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行政

处罚及市场禁入事

先告知书》（处罚

字 [2019]68号 ）：

2015年至2017年 9

月期间， 庄敏主导

进行多笔关联交易

发生， 未按规定履

行审议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截至目前， 上述关联

交易形成的应收账

款大部分未能回收，

公司将向欠款方追

偿。 针对公司因上述

关联交易遭受的损

失，公司将起诉相关

当事方进行追偿。

其他

庄 敏 、

深圳日

昇创沅

资产 管

理有限

公 司 、

陈 海

昌 、 蒋

俊 杰 、

庄明

根据《关于保证独立性的承诺函》，保证交易完

成后保持公司和保千里电子在人员、资产、机构、

财务、业务等方面的

独立性，具体内容如下：①人员独立，保证公

司、保千里电子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与本人

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完

全独立；保证公司、保千里电子的高级管理人员

均专职在公司、 保千里电子任职并领取薪酬，不

在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保证不干预公司、

保千里电子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职权决定

人事任免。②机构独立，保证公司、保千里电子构

建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

组织机构；保证公司、保千里电子的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保

千里电子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③资产独立、

完整，保证公司、保千里电子拥有与生产经营有

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保证公司、保千里电子的

经营场所独立于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除正常经营性往来外，保证公司、

保 千里电子不存在资金、 资产被本人及本人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占用的情

形。④业务独立，保证公司、保千里电子拥有独立

开展经营活动的相关资质， 具有面向市场的独

立、自主、持续的经营能力；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避免从事与

公司、保千里电子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保证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减少与公司、 保千里电子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的关联关系；对于确有必

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按市场原则和公

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⑤财务独立，保证公司、保千里电子建立独

立的财务部门以及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

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保证公司、保千里电子

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共用银行账户；保证

公司、保千里电子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人控制的其

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兼职；保证公司、

保千里电子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人不干预

公司、保千里电子的资金使用；保证公司、保千里

电子依法纳税。

2014 年

5 月 20

日至长

期

庄敏在公司任职董

事长期间， 主导下

属子公司保千里电

子、 图雅丽为其他

公司对外担保，担

保总额共计7.05亿

元， 实际发生金额

6.52亿元， 其未及

时通知董事会，未

按规定履行审议程

序， 且造成保千里

电子、 图雅丽的损

失。

针对庄敏违背承诺，

并造成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经济损失的

行为，公司将起诉当

事方进行追偿。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正逐步恢复经营，但仍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风险，盈利能力不足，且逾期债务利息导致财务费用难以在

短期内快速下降，公司2019年度累计净利润可能继续亏损。 公司目前已被暂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名称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丁立红

日期 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74

证券简称：

*ST

保千 公告编号：

2019-056

债券代码：

145206

债券简称：

16

千里

01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

月23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丁立红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亲自出席董事5人，全体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表决，并形

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按照《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并根据公司自身实际经营情况，完成了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工作。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孟伟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74

证券简称：

*ST

保千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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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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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

23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

晓凌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亲自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下列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江苏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和泄

露相关内幕信息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庞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永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永乐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0,627,895,039.44 20,143,788,853.33 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5,063,905,959.41 13,875,131,982.49 8.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99,815,684.25 2,799,711,275.94 14.2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4,824,449,073.53 12,711,755,900.37 1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835,135,930.12 3,131,234,430.21 2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637,779,592.96 2,938,805,974.96 23.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5.72 24.94 增加0.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2 1.16 22.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2 1.16 22.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3,351,804.3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1,384,591.63 80,531,157.5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2,378,493.16 183,899,500.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92,057.21 -1,751,039.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6,593.59 -893,349.27

所得税影响额 -14,958,577.33 -61,078,127.25

合计 47,275,856.66 197,356,337.1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6,05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广东海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573,188,221 58.2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庞康 258,408,691 9.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161,340,813 5.97 0 无 0 境外法人

程雪 85,647,571 3.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旭晖 49,002,000 1.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来灿 42,293,898 1.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赖建平 26,197,728 0.9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25,514,826 0.94 0 无 0 国家

王力展 17,495,230 0.65 0 质押 7,592,700 境内自然人

叶燕桥 16,001,562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东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73,188,221 人民币普通股 1,573,188,221

庞康 258,408,691 人民币普通股 258,408,69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1,340,813 人民币普通股 161,340,813

程雪 85,647,571 人民币普通股 85,647,571

黎旭晖 49,00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02,000

潘来灿 42,293,898 人民币普通股 42,293,898

赖建平 26,197,728 人民币普通股 26,197,72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514,826 人民币普通股 25,514,826

王力展 17,495,230 人民币普通股 17,495,230

叶燕桥 16,001,562 人民币普通股 16,001,5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上述股东庞康、程雪、叶燕桥与公司董事黄文彪、吴振兴、陈军阳等股东存在一致

行动人关系；

2、前十名股东中，庞康、程雪、 潘来灿、赖建平、王力展、叶燕桥是海天集团的股

东，其中庞康和程雪、叶燕桥任海天集团董事，王力展任海天集团监事；

3、除上述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相关事项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4,595,411,082.20 - -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

准则， 将其他流动资产调整到交易性金融

资产所致

其他应收款 96,508,842.45 58,905,778.04 63.84% 主要是本期应收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4,301,845.07 5,068,670,980.84 -99.72%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

准则， 将其他流动资产调整到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交易性金融

资产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00,000.00 -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

资产所致

在建工程 409,960,594.27 252,302,626.51 62.49% 主要是本期工程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商誉 15,090,466.13 32,268,303.51 -53.23%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广东广中皇计提商誉减

值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0,381,958.04 144,614,885.52 163.03%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根据所得税准则确认

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有所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938,379,123.76 3,236,793,020.67 -40.11%

主要原因是上年末经销商提前备货打款导

致年初预收账款较大， 本期末预收账款恢

复常态所致

其他应付款 1,503,494,417.69 1,066,034,168.74 41.04%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付促销费等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9,442,234.82 27,488,143.49 43.49%

主要是公司所收到的政府补贴款中， 需在

一年内确认收益的金额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145,419,948.80 107,743,214.29 34.97%

主要是本期收到用于补助以后期间的相关

费用或损失的政府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 39,309,965.69 -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

准则， 将银行理财产品的其他综合收益转

至期初留存收益所致

会计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财务净收益 -234,252,669.13 -112,285,205.65 108.62% 主要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7,177,837.38 - -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广东广中皇计提商誉减

值所致

其他收益 80,531,157.52 29,809,143.87 170.16%

主要是本期收到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

贴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1,897,733.14 225,045,058.47 -76.94%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起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

准则， 部分理财产品收益计入公允价值变

动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32,001,767.11 - -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起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

准则， 将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允价值变动计

入该科目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351,804.37 -565,049.27 493.19%

主要是本期处置的资产较去年同期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804,870.33 15,181.43 5201.68%

本期收到与日常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收

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555,910.05 - -

主要是本期对外捐赠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

所致

少数股东收 益 /�

(损失)

2,157,205.18 1,339,914.22 61.00%

主要由于本期镇江丹和醋业有限公司净利

润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21,926,938.36 -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

资产所致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

（使用） 的现金流

量净额

410,761,309.14 194,425,092.73 111.27%

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增加， 购买的银行理

财产品净回收额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庞康

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

2019-021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8日以派专人

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在佛山市禅城区文沙路16号中区四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董事长庞康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获通过。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海天味业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海天味业2019年第三季度

报告摘要》。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于2019年11月21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为：庞康、程雪、陈军阳、文志州、何廷伟、黄树亮；公司董事会提名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为：朱滔、孙占利、晁罡。 具体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提名庞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提名程雪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提名陈军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提名文志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提名何廷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提名黄树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提名朱滔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提名孙占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提名晁罡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上述董事候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公司独立董事

对董事会换届及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发表了独立意见；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由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成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本公告披露日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海天味业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三、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披露日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海天味业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

2019-022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8日以派专人

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在佛山市禅城区文沙路16号中区四座4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

监事共3名，占公司全体监事人数的100%，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监事会主席文志州为本次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同意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披露的

信息真实、完整，充分地反映了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获通过。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海天味业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海天味业2019年第三季度

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于2019年11月21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公司

监事会提名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为：陈敏、李军。 本议案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提名陈敏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提名李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并由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监事成员。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见本公告披露日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海天味业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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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桂军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桂军强先生将与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

期一致。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桂军强先生，198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食品工程师职称。 桂军强先生2007年至今曾

任海天公司蚝油厂经理、工艺部经理、质检部经理，现任公司蚝油事业部总经理、江苏海天总经理。

桂军强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桂军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规定

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

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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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11月2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11月22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文沙路21号之一四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11月22日

至2019年11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1.01 庞康 √

1.02 程雪 √

1.03 陈军阳 √

1.04 文志州 √

1.05 何廷伟 √

1.06 黄树亮 √

2.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2.01 朱滔 √

2.02 孙占利 √

2.03 晁罡 √

3.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3.01 陈敏 √

3.02 李军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2019年10月

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

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

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

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288 海天味业 2019/11/1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

（二）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公章）、本

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

复印件（加盖法人公章）、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

（三）登记时间：2019年11月20日（ 9:00�至 11:30� � � 13:00�至 17:30� ）。

（四） 登记地点： 广东省佛山市文沙路16号海天味业员工活动中心。 异地股东可用电子邮件和信函的方式登记，以

2019年11月21日下午 17:30前公司收到的电子邮件或信件为准。

六、 其他事项

1、现场会议会期预计1小时，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不发礼品和车费；

3、联系地址：广东省佛山市文沙路 16�号海天味业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528000，会议联系人：证券事务代表吴

伟明；

4、联系电话：0757-82836083�传真：0757-82873730；

5、联系邮箱：OBD@haday.cn。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海天味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1月22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1.01 庞康

1.02 程雪

1.03 陈军阳

1.04 文志州

1.05 何廷伟

1.06 黄树亮

2.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2.01 朱滔

2.02 孙占利

2.03 晁罡

3.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3.01 陈敏

3.02 李军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针对各议

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

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

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

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

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有

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

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