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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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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华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颜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爱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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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0,902,004.83 2,099,274,826.47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018,565,636.90 2,008,163,920.13 0.5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704,588.14 -7,036,536.9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2,355,989.93 40,274,042.82 -1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090,728.09 -4,818,0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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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7,658.67 -5,170,016.5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2538 -0.2433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8 -0.009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8 -0.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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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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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384.74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848.0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267.72

所得税影响额 -34.50

合计 326,9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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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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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兰(集团)公司 131,630,912 25.34 无 0 其他

泰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35,644,201 6.86 未知 国有法人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17,455,100 3.36 未知 国有法人

BERNIE��� INDUSTRIAL�

LIMITED

13,794,000 2.66 未知 境外法人

于雷 9,433,200 1.82 未知 未知

肖亿辉 4,311,900 0.83 未知 未知

王秀平 3,853,426 0.74 未知 未知

贾放鸣 3,056,000 0.59 未知 未知

文历丹 2,346,200 0.45 未知 未知

王蕾 2,193,201 0.42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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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兰(集团)公司 131,630,912 人民币普通股 131,630,912

泰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644,201 人民币普通股 35,644,201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17,45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55,100

BERNIE���INDUSTRIAL�LIMITED 13,79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94,000

于雷 9,433,200 人民币普通股 9,433,200

肖亿辉 4,311,900 人民币普通股 4,311,900

王秀平 3,853,426 人民币普通股 3,853,426

贾放鸣 3,0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6,000

文历丹 2,34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6,200

王蕾 2,193,201 人民币普通股 2,193,2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春兰（集团）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九名股东无关联关

系，公司未知其他九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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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预付款项 1,239,310.05 1,799,669.13 -31.14 结算了部分预付空调采购款

其他应收款 1,771,692.93 5,178,343.25 -65.79 主要是收到去年的分红尾款所致

其他应付款 39,469,155.25 27,952,702.71 41.20

主要是未结算的房租收入增加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017,340.68 8,902,108.73 57.46 投资单位未分配利润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42,052,022.00 26,706,326.14 57.46 投资单位未分配利润增加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营业成本 15,041,148.17 22,186,140.55 -32.20

空调销售下降及计提了跌价的综

合影响

销售费用 3,123,914.48 4,952,332.05 -36.92 空调销售下降

研发费用 282,713.50 0.00 不适用 今年增加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 -3,923,543.87 -1,318,494.65 不适用 主要是定存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189,958.22 -1,713,111.49 不适用 被投资单位亏损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93,529.94 0.00 不适用 收回部分应收账款

资产减值损失 -11,935.00 -2,034,733.85 不适用 计提跌价准备

所得税费用 2,862,075.07 2,042,353.81 40.14 子公司利润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620,312.43 -14,243.05 不适用 少数股东利润增加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620,312.43 -14,243.05 不适用 少数股东利润增加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704,588.14 -7,036,536.97 不适用

主要是房屋销售收到的现金减少

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44,471.79 0.00 不适用 收到去年的分红尾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0.00 -1,562,499.99 不适用 去年同期支付以前年度的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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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华平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854

证券简称：春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1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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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4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春兰集团泰州宾馆（江苏省泰州市迎宾路88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1,144,7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72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沈华平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

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徐来林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颜旗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967,077 99.4145 1,177,700 0.5855 0 0

2、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967,077 99.4145 1,177,700 0.5855 0 0

3、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170,077 99.5154 974,700 0.4846 0 0

4、

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967,077 99.4145 1,177,700 0.5855 0 0

5、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466,377 99.6627 678,400 0.3373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024,377 99.4429 1,120,400 0.5571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967,077 99.4145 1,177,700 0.5855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33,191,264 97.9970 678,400 2.0030 0 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32,749,264 96.6920 1,120,400 3.3080 0 0

7

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2,691,964 96.5228 1,177,700 3.4772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5、6、7须单独统计中小股东投票结果，投票情况详见“（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

情况” 。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岩平、孟奥旗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854

股票简称：春兰股份 编号：临

2020-012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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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6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2020年4月29日在春兰集团泰州宾馆召开了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沈华平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列

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讨论，选举颜旗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颜旗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需

增补一名委员。 经董事长提名，选举颜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颜旗先生简历

颜旗：197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曾任泰州春兰销售公司上海分公司业务员，江苏春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苏中管理处

主任、南通综合代表处首席代表、南京营销管理中心主任，江苏春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现任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任江苏春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0854

股票简称：春兰股份 编号：临

2020-013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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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6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2020年4月29日在春兰集团泰州宾馆召开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柴宁泰先

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决

议如下：

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季度报

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

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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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为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延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彩霞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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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8,307,820.75 4,074,397,287.83 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00,341,720.89 2,785,577,531.67 4.1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155,650.69 -75,190,921.2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92,784,666.75 553,797,857.82 -1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764,189.22 94,344,077.01 2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2,668,320.10 92,548,165.87 -2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4 3.62 增加0.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35 0.1344 21.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35 0.1344 21.65

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1.0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

降21.48%� ，具体原因：

（1）山东地区中小学校未复课，教辅类产品销售同比下降；公司旗下城市传媒广场、实体书店近两

个月无法正常营业，客流量下滑较大，直接影响到销售收入与利润；

（2）公司除支出人力资源成本外，还要投入资金、人力用于防控疫情，经营成本有所增加；

（3）订货会、线下营销活动无法正常开展，销售减缓导致公司库存、应收账款压力增大；

（4）公司积极开展直播、线上销售等营销活动取得一定效果，但对整体业绩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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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9,775,332.15 政府拆迁补贴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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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85.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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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016.3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3,096.4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93.17

所得税影响额 -8,967.72

合计 42,095,8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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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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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374,191,691 53.30 0 无 国有法人

青岛出版置业有限公司 35,034,590 4.99 0 无 国有法人

青岛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688,605 1.10 0 未知 国有法人

罗予频 7,000,000 1.00 0 未知 未知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797,174 0.97 0 未知 国有法人

朱善永 5,459,354 0.78 0 未知 未知

江志明 3,013,784 0.43 0 未知 未知

陈超 2,688,000 0.38 0 未知 未知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托·

天启[2017]32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668,670 0.38 0 无 其他

青岛市经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460,925 0.35 0 未知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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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374,191,691 人民币普通股 374,191,691

青岛出版置业有限公司 35,034,590 人民币普通股 35,034,590

青岛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688,605 人民币普通股 7,688,605

罗予频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797,174 人民币普通股 6,797,174

朱善永 5,459,354 人民币普通股 5,459,354

江志明 3,013,784 人民币普通股 3,013,784

陈超 2,6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8,000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托·

天启[2017]32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668,670 人民币普通股 2,668,670

青岛市经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460,925 人民币普通股 2,460,9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青岛出版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者为一致

行动人；

2.“中航信托·天启[2017]32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为城市传媒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等核心管理团队以个人自有资金出资成立，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的股东账户；

3.其他前十大股东之间，以及流通股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一

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公司不涉及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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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期末金额 年初余额 增减% 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600,569,978.84 335,247,271.11 79.14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销货款增加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985,577.27 47,508,088.86 -62.14

主要系上年末预提年终奖在一季度发

放所致。

应交税费 11,775,138.83 22,807,163.35 -48.37 主要系报告期末应交税费下降所致。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 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2,728,282.38 4,703,936.39 -42.00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下降导致税金及

附加减少。

财务费用 3,112,163.07 829,606.88 275.14

主要系报告期内借款利息费用增加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39,775,332.15 104,190.60 38,075.55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持有待售资产所

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 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3,155,650.69 -75,190,921.27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收回现金下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201,438.28 -23,871,070.04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持有待售资产收

到的现金流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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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为达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229

股票简称：城市传媒 编号：临

2020-013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的专项说明》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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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和信专字（2020）第000074号]《关于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其中对联营企业青岛弘文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营企

业青岛地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营企业山东鼎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归类有误。 上述三家企业均系公

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企业，公司与上述三家企业的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上述三

家企业不属于公司“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现更正归类为“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 为此，公司审

计机构重新出具了[和信专字（2020）第000177号]《关于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具体内容详见此公告的上网附件。

因本次涉及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上网公告附件：《关于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

专项说明》[和信专字（2020）第000177号]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229

股票简称：城市传媒 编号：临

2020-014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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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传媒”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0

年4月29日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0年4月1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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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报告》；

公司9名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北京中装建川文化有限公司、青岛融源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澳柯玛

自动售货机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莱天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小荷教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青岛

书来书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暂定名， 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 “合资公

司” ）。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城市传媒出资600万元，占总股本的30%，为第一大股东。

公司与本次参与合资公司设立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9名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229

证券简称：城市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20-015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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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三号—新闻出

版》的相关规定，现将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出版发行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销售码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上年同期 本期

增长率

（%）

上年同期 本期

增长

率

（%）

上年同期 本期

增长

率

（%）

上年

同期

本期

增长

率

出

版

业

务

42,298.46 36,757.00 -13.10 24,382.16 21,505.08

-11.

80

12,829.12 10,586.32

-17.

48

47.38 50.77 3.39

发

行

业

务

52,365.05 38,647.36 -26.20 44,595.14 34,907.09

-21.

72

33,251.30 25,506.41

-23.

29

25.44 26.93 1.49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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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严春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洪冬青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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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5,842,112.50 3,231,718,802.41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26,183,873.54 2,632,188,878.87 3.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322,627.46 130,369,943.84 -49.8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45,682,074.55 380,972,357.81 -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896,894.00 98,797,767.28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85,431,550.68 88,550,595.76 -3.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 3.94 减少0.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3 0.439 -5.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3 0.439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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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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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9,867.5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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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4,046.4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8,796.5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4,550.91

所得税影响额 -1,405,223.25

合计 7,465,3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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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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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 84,000,000 37.33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24,556,924 10.91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984,000 3.1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

德远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35,688 3.04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107,351 2.71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丰

润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5,830,088 2.59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智能汽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270,981 1.90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臻

远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386,145 1.50 未知 未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金1102组合

2,587,506 1.15 未知 未知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2,496,733 1.11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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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 8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00,000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24,556,924 人民币普通股 24,556,92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9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84,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远见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835,688 人民币普通股 6,835,68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107,351 人民币普通股 6,107,35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丰润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5,830,088 人民币普通股 5,830,08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智能汽车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4,270,981 人民币普通股 4,270,98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臻远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86,145 人民币普通股 3,386,14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1102组合 2,587,506 人民币普通股 2,587,506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2,496,733 人民币普通股 2,496,7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

发起人股东，公司未知其余股东管理关系、是否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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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交易性金融负债 1,924,650.00 3,466,203.88 -44.47%

其他综合收益 -159,472.11 -1,257,572.78 -87.32%

应付账款 123,144,977.28 157,326,733.09 -21.73%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项目 本报告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财务费用 -8,720,875.52 1,671,848.50 -621.63%

其他收益 3,409,867.59 610,942.64 458.13%

投资收益 2,776,510.18 4,911,117.14 -43.4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147,536.28 6,754,798.76 -5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322,627.46 130,369,943.84 -49.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530,792.64 -10,652,371.32 -233.55%

1.交易性金融负债变动的主要原因是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

2.其他综合收益变动的主要原因是银行承兑汇票公允价值变动。

3.应付账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原材料采购额较上年第四季度下降。

4.财务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汇兑收益及银行利息收入增加。

5.其他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补贴收入增加。

6.投资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理财收益减少及远期外汇合约损失。

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

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银行汇票到期收现少于上年度报告期。

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支付上海君联晟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第二期投资款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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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严春光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563

证券简称：法拉电子 编号：

2020-012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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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7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

关于召开公司第八届2020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为董事长严春光先生。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公司董事严春光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选举肖伟、程文文、卢慧雄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肖伟为主任。

经董事长提名，选举沈艺峰、程文文、邹少荣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沈艺峰为主任。

3、《关于聘任第八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决定聘任陈宇为董事会秘书。

陈宇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园路99号

联系电话：0592-6208666

传真号码：0592-6208555

邮箱地址：cy@faratronic.com.cn

4、《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决定聘任陈国彬为公司总经理。

5、《关于聘任公司高管人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总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林晋涛、陈宇、卢慧雄、吴东升、罗荣海、王清明为公司副总经理,�陈宇兼公司财务负责人。

6、《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决定聘任臧哲为证券事务代表。

臧哲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园路99号

联系电话：0592-6208560

传真号码：0592-6208555

邮箱地址：zangzhe@faratronic.com.cn

7、《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8、《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注销厦门市欣园精工电子有限公司。

三、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沈艺峰、肖伟和程文文对上述第四、五、六项议案的独立意见：认为上述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任职资格与条件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人员的聘任。

2、公司独立董事沈艺峰、肖伟和程文文对于第八项议案的独立意见：认为欣园精工成立以来未达到预期的经营目标和经营规模，

业务规模占公司总体比重不大，注销欣园精工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影响。 本次注销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严春光，男，出生于1963年，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3年进入厦门电容器厂（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的前身），历任车间技

术员、材料开发工程师、技术科副科长、科长。1994年任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任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2000年任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总经理。

陈国彬，男，出生于1969年，大学本科学历，厦门大学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1992年8月进入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

司，2008年被厦门市思明区授予第五批“思明区拔尖人才”称号，2013年被厦门市评为第七批“厦门市拔尖人才” 。历任厦门法拉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员、五分厂技术厂长、技术科科长、技术部副经理、技术中心主任、总经理助理，2017年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林晋涛，男，出生于1964年，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3年进入厦门电容器厂（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的前身），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 历任计量科科长，设备科副科长，技术科科长。 1998年后历任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副经理，技术中心主任，总

经理助理，2012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卢慧雄,男,出生于1974年，大学本科学历；1992年9月至1996年7月就读于厦门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96年7月进入厦门市法拉

发展总公司任技术员，1998年后历任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物资供应部副经理，办公室副主任，进出口部副经理，出口二部经理，

进出口部经理，总经理助理，2017年至今任副总经理。

王文怀：男，出生于1972年，1998年8月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经济师。历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

投资二部副经理、投资二部总经理、投资总监。 现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邹少荣：男，出生于1976年，2000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企业法律顾问。 历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

部副总经理、法律事务部总经理、法务总监。 现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投资总监等职。

沈艺峰教授， 男， 出生于1963年，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金融专业， 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9-1992年留学加拿大

Saint�Mary’ s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199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1985年起相继在厦门大学财

政金融系、厦门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和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任教，历任工商管理教育中心副主任、主任、管理学院副院长、院长。 现为

厦门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担任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委

员、中国管理学会财务与会计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公司治理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4-2005年为美国康奈尔大学富布莱特学者。

沈艺峰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多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和省部级研究成果奖，并被评选为福建省杰出青年。沈艺

峰教授目前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程文文，男，出生于1964年，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现就职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MBA中心，曾经获得国家教育部教学成果二等奖、

福建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曾经出版教材4部，有关学术论文30多篇。

肖伟：男，出生于1965年，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经济法学研究会会

长。 福建省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福建省企业法律工作协会副会长。 开罗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2013年2月起至今），海峡两岸

仲裁中心调解员，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哈尔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厦门国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特聘总法律顾问。

陈宇：男， 出生于1961年，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1988年进入厦门电容器厂（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的前身）历任科员，进出口

部副经理，投资部经理。1998年后历任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02年任总经理助理，2008年至今任副总经理。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吴东升：男，出生于1973年，大学本科学历，厦门大学会计硕士学位，工程师。 1998年进入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六车间

前道工序班长、投资部科员、进出口部副经理、公司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罗荣海：男，出生于1974年，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1996年进入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工作，1998年后历任厦

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试验中心试验员、六厂工艺员、六厂副厂长、六厂厂长、技术部副经理、技术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技术中心主

任，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中心主任。

王清明：王清明：男，出生于1971年，大学本科学历。 1995年进入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工作，1998年后历任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部材料会计、财务部副经理，成控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臧哲：男，出生于1973年，硕士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1995年8月进入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工作，1998年后历任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三厂设备员、六厂副厂长、投资部副经理、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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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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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八届2020

年第一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的主持人为张宏兴先生。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以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一致同意选举张宏兴先生为本届监事会召集人。

（二）与会监事经过认真讨论，以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对董事会编制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

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事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

反映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因此，我们保证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张宏兴，男，出生于1977年，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97年9月就读于厦门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2001年7月进入厦门法拉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技术员，2001年后历任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三厂副厂长，三厂厂长、设备部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

工监事。

李海平，女，出生于1976年，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1999年7月进入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任办公室副主任，

2004年任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监事。

林芳,女,出生于1970年,� 1992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厦门大学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会计师。 历任联发集团有限公

司审计部经理、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审计总监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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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选举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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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职工代表监事罗荣海先生即将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公司近期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厦法工字 [2020]04号文）选举张宏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张宏兴先生的简历

如下：

张宏兴，男，出生于1977年，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97年9月就读于厦门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2001年7月进入厦门法拉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技术员，2001年后历任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三厂副厂长，三厂厂长、设备部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

工监事。

张宏兴先生将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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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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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注销厦门市欣园精工电

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园精工” ），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注销事项。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规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注销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市欣园精工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5556231939W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08月03日

法定代表人：陈国彬

住所： 厦门市海沧区新园路99号-2#电容器厂房

经营范围：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制造。

股权结构：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欣园精工100%股权

欣园精工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914.18 1,195.29

净资产 734.74 691.53

2018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7,850.00 2,727.57

净利润 26.58 -43.21

二、注销子公司原因

因欣园精工成立以来未达到预期的经营目标和经营规模，考虑公司整体发展规划，提高管理效率，本着专注、精简、节约、高效的组

织原则，公司决定注销欣园精工。

三、注销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子公司，有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降低运营成本。 鉴于欣园精工的业务规模占公司总体比重不大，不会对公司整体业

务发展产生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注销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相应变化，但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实质影响。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沈艺峰、肖伟和程文文的独立意见：认为欣园精工成立以来未达到预期的经营目标和经营规模，业务规模占公司总

体比重不大，注销欣园精工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影响。 本次注销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854

公司简称：春兰股份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563

公司简称：法拉电子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229

公司简称：城市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