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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采购产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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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深圳泰

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泰山” ）采购智能体质检测一体机100台，总金

额810万元。

深圳泰山系公司董事平丽洁配偶的父亲卞志良间接控制的企业，且平丽洁配偶的兄弟

卞洪峰担任深圳泰山的董事、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深圳泰山属于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0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平丽洁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且在公司董事会审批的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卞志勇

注册资本：5263.16万元人民币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方大大厦4楼0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18727586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体育智能用品、器材、场地设施的研发、设计、销售、租赁及

体育活动策划；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网络健身游戏的技术开发、互

联网虚拟技术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体质健康测试仪器、教学设备的研发、设计、销售、租

赁；塑胶材料研发、销售；体育场地、休闲场地人造草坪销售、上门安装；文化活动策划；智能

文体设备系统集成；健康养生管理咨询（不含医疗、诊疗行为）；健身俱乐部管理及相关业

务咨询服务；安防监控系统安装服务、技术服务；从事广告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投资兴办

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体

育智能用品、器材、场地设施的生产、施工；体质健康测试仪器、教学设备的生产、施工；塑胶

材料加工、生产、制造。 图书音像制品、器材销售；体育场馆设计，施工；医疗器械的研发、生

产、销售。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深圳泰山成立于2008年1月16日，并于2016

年6月1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主要业务为智能科学健身设备、体育信息

技术服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其基于智能科学健身设备和体育信息技术服务产品的

体育场馆建设。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山东泰山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深圳泰山70.00%的股份，为

深圳泰山控股股东；卞志良先生为深圳泰山实际控制人。

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5,323,338.09 49,587,946.89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30,992,935.04 93,863,369.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14,192.00 2,829,151.75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泰山系公司董事平丽洁配偶的父亲卞志良间接控制的企业，

且平丽洁配偶的兄弟卞洪峰担任深圳泰山的董事、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深圳泰山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经查询，深圳泰山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参照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协商定

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深圳泰山尚未签署交易协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双方拟签署的合同主要内容

如下：

甲方：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同标的

1、甲方向乙方采购智能体测一体机100台（TA106标准版50台，TA106基础版50台），

乙方按照约定供应、安装及提供售后服务。

2、合作期限：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2021年11月30日。合作期限起始日至次月当日的

前一日为第一个合作月，其他合作月依此类推。

（二）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1、合同价款：810万元

2、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7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乙方收

到预付款后进行备货和后续发货。 余下合同价款按照“每三个合作月结算一次” 的原则进

行支付。

（三）其他

1、其他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商定并签订补充协议。

2、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属于正常业务往来，符合公司的

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

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

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深圳泰山（及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

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250.79万元。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本次与深圳泰山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所

需，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因

此，我们同意将《关于向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我们认真研究、审核了《关于向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产

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一致认为：公司与深圳泰山发生的关联交易系为公司开展正常经

营管理需要，是由于公司自身业务与关联方业务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同时也存在交易的必

要性。

公司与深圳泰山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

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关于向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平丽洁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向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产品的关联交易

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与深圳泰山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的发展需要，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同时也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次关联交

易价格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向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采购产品的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2020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向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产品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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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

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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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

会议于2020年11月25日上午11: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通知于2020年11月20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

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丁利荣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与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向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智能体

质检测一体机的关联交易事项，总金额81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关于向深圳泰山体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产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平丽洁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相关内容。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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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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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2020年第五次

会议于2020年11月25日上午11: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通知于2020年11月20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朱瑜明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与会监事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向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与深圳泰山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的发展需要，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同时也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次关联交

易价格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向深圳泰山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采购产品的关联交易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关于向深圳泰山体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产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4）。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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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锦程资本

02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底层资产换股合并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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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7日召开九届董事会第

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信托计划份额进行处置退出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持有的

锦程资本02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份额进行全部或部分处置退

出，包括对信托计划份额进行转让出售、积极推进信托计划的清算及分配等，并授权公司管

理层公开征集信托计划份额受让方或配合信托公司出售全部或者部分信托计划底层资产，

授权期限为1年。 2020年1月1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拟对信托计划份额进行处置退出的进

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3）；

●近日，公司收到信托计划受托人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托” ）的

通知 ， 公司参与认购的信托计划已通过其在香港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 Ithink�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vestment� Co., � Limited（以下简称“Ithink” ），与 Infinity�

BidcoLimited（以下简称“Bidco” ）签署《股份出售协议》，拟由Ithink向Bidco出售其持

有的英国特效制作公司Guidedraw� Limited （以下简称 “Guidedraw” ）75%的股权，

Bidco向Ithink新增发行股份作为本次交易对价；

● Bidco是 一 家 注 册 在 英 国 的 持 股 平 台 公 司 ， 持 有 美 国 特 效 制 作 公 司

Company3/Method� Inc（以下简称“Company3/Method” )100%的股权，大股东为股权

基 金 Aleph� Capital 和 Crestview� Partners。 本 次 交 易 完 成 后 ，Bidco 将 持 有

Company3/Method100%的股权和Guidedraw� 100%的股权 （包括Bidco向Ithink和

Guidedraw原其余股东收购的股权）；股权基金Aleph� Capital和Crestview� Partners持

有Bidco� 1,860,120股A类普通股，持有Bidco� 53.53%的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信托计划

将通过Ithink持有Bidco1,211,250股B类普通股，持有Bidco� 34.85%的股权，成为其第二

大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Guidedraw将与Company3/Method在Bidco层面实现业务的整

合与互补，形成包括电影特效业务、电视剧特效业务、后期制作业务、广告业务在内的全产

业链覆盖，并有望在收入规模上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特效制作公司。 信托计划通过本次交易

持有Bidco� 34.85%的股权，实现了对信托底层资产的优化重组，有利于公司持有信托计划

份额的保值增值和后续的处置退出；

●本次交易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报告期末北京信托对公司持有信托计划份额公允价

值的估值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信托计划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形势、国家政策、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

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将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本次交易尚未

完成相关股权和资产的最终交割，交易的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的

后续进展情况，及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一、处置信托计划概述

（一）前期认购信托计划情况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9月12日召开八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资不超过3亿元参与认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和

《关于为拟认购的信托计划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议案》。公司基于对产业前景的预期，拟出

资不超过3亿元认购由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托” ）设立的锦程资本

02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劣后级份额，并对信托计划承担不超过

11亿元的差额补足义务，以期实现投资收益。2016年9月23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详见公司于2016年9月13日发布的临2016-060号、临2016-061

号公告及于2019年9月24日发布的临2016-064号公告。

2016年10月9日，公司收到北京信托的通知，公司参与认购的信托计划已与英国特效

制作公司Guidedraw� Limited（以下简称“Guidedraw” ）的21名股东签署了《股份购买

协议》， 拟购买Guidedraw� 75%股权， 交易金额为106,941,345英镑（约合人民币886,

789,715元）。 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发布的临2016-067号公告。

2019年9月26日，公司参与认购的信托计划到期，但由于近年产业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信托计划资产的退出及变现情况不及预期，信托计划尚未完成清算及分配。 根据公司与北

京信托签署的 《北京信托-锦程资本02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差额支付协

议》，公司向信托计划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并支付差额补足款项817,306,167.70元，成为信

托计划的唯一受益人。 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发布的2019-065号公告。

（二）拟对信托计划处置情况

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及投资回报率，降低资金占用成本及相关期间费用，实现资金快

速回笼，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召开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信托

计划份额进行处置退出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持有的信托计划份额进行全部或部分处置退

出，包括对信托计划份额进行转让出售、积极推进信托计划的清算及分配等；并授权公司管

理层公开征集信托计划份额受让方或配合信托公司出售全部或者部分信托计划底层资产，

授权期限为1年。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8日发布的2019-088号公告。2020年1月15日，公

司发布了 《关于拟对信托计划份额进行处置退出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03）。

二、本次信托计划处置进展

（一）本次信托计划处置方案

近日，公司收到信托计划受托人北京信托的通知，公司参与认购的信托计划已通过其

在香港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Ithink�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vestment� Co., � Limited

（以下简称 “Ithink” ）， 连同英国特效制作公司Guidedraw� Limited （以下简称

“Guidedraw” ）的其他股东（Ithink和Guidedraw其他股东统称“卖家” ），与Infinity�

BidcoLimited（以下简称“Bidco” ）签署《股份出售协议》，拟由卖家向Bidco出售其持有

的Guidedraw100%的股权，Bidco向卖家新增发行股份作为本次交易对价。

Bidco 是 一 家 注 册 在 英 国 的 持 股 平 台 公 司 ， 持 有 美 国 特 效 制 作 公 司

Company3/Method� Inc（以下简称“Company3/Method” )100%的股权，大股东为股权

基金Aleph� Capital和Crestview� Partners。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鉴于Company3/Method和Guidedraw均受到了突发疫情的影响， 同时考虑到疫情

的影响为暂时性的，不影响公司内在价值，因此本次交易均以疫情前息税摊销折旧前利润

（以下简称“EBITDA” ）作为对价计算的依据。 此外，根据以往可比交易案例的估值倍数

以及目前的市场情况，双方最终确定Company3/Method的公司价值以经普华永道会计师

事务（以下简称“PWC” ）调整后的2019财年（会计期末日为2019年12月31日）EBITDA

的6.5倍计算，Guidedraw的公司价值以经PWC调整后的2020财年（会计期末日为2020年

3月31日）EBITDA的8.5倍计算。 Bidco作为买家将以自身新发行的股份作为对价购买

Guidedraw的股份，1股Guidedraw的股份将换取1股Bidco公司新发行的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 ，Bidco将持有Company3/Method100%的股权和Guidedraw�

100%的股权；股权基金Aleph� Capital和Crestview� Partners持有Bidco� 1,860,120股A

类普通股， 持有Bidco� 53.53%的股权， 为其第一大股东； 信托计划将通过Ithink持有

Bidco1,211,250股B类普通股，持有Bidco� 34.85%的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二）标的公司情况

1.Bidco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Infinity� Bidco� Limited

注册时间：2020年10月4日

注册地址：14� St.� George� Street,� (3rd� Floor),� London,� England,� W1S� 1FE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电影、电视剧、数字广告行业的视觉特效（VFX）制作业务、后期制作业务

和3D转换业务。

主要资产情况：Bidco持有的资产主要为美国特效制作公司Company3/Method�

100%的股权。

Company3/Method基本情况如下：

公 司 简 介 ：Company3/Method 原 隶 属 于 Deluxe 娱 乐 服 务 集 团（Deluxe�

Entertainment� Service� Group）的创意服务业务板块，业务涉及电影特效、电视剧特效、

广告、后期制作（后期制作主要包括图片调色、视频剪辑、声音编辑、样片和市场推广服务

等） 和3D转换等， 旗下包括众多品牌， 例如特效业务相关的Method� Studios、Encore、

iloura和Atomic� Fiction，3D转换业务相关的StereoD，后期制作业务相关的Company3、

Level3、Beast、Rushes、Sixteen19和Powerhouse等。 其中电视剧特效业务在技术手段和

市场份额上领先于Guidedraw，后期制作和3D转换业务更是行业顶尖水平。其五大客户包

括华纳兄弟（包括HBO），漫威影业，二十世纪福克斯、奈飞和索尼影视，其参与《复仇者联

盟：终局之战》、《哥斯拉2：怪兽之王》、《阿丽塔：战斗天使》和《蜘蛛侠：英雄远征》等多

部影片。 业务分布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及澳大利亚等地区。

财务数据：

Company3/Method最近一财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1月1日至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至

2020年9月30日

总收入 273,434.53 153,439.45

息税摊销折旧前利润 10,123.75 -18,741.59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总资产 198,999.07 167,047.65

净资产 102,040.81 82,127.10

注：数据来源于管理层数据，未经审计，金额按照本公告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美元兑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2.Guidedraw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Guidedraw� Limited

注册地址：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电影、电视广告和数字内容、户外数字广告、电视、动画行业的电脑合成

（CG）和视觉特效（VFX）制作，以及包括主题公园视觉特效、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

（AR）的应用科技等业务。

公司简介：Guidedraw旗下的Framestore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电影行业特效制作公司，

擅长电影特效制作及广告电脑合成、特效制作等，业务分布在英国、加拿大及美国等地区。

北京冬奥会“北京八分钟” 、 《银翼杀手2049》《阿凡达》《哈利波特》《火星救援》《奇异

博士》《复仇者联盟》《帕丁顿熊》《王牌特工》《神奇动物在哪里》等均有贡献。 在影视领

域外Framestore涉猎颇广，广告、创意内容及VR也是公司专注的方向，并获得过多项广告

业国际大奖。

财务数据：

Guidedraw最近一财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4月1日至

2020年3月31日

2020年4月1日至

2020年9月30日

总收入 189,669.42 88,036.12

息税摊销折旧前利润 9,799.85 12,017.74

2020年3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总资产 78,600.82 75,762.73

净资产 16,235.75 20,246.56

注：数据来源于管理层数据，未经审计，金额按照本公告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英镑兑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3.Company3/Method和Guidedraw财务数据的说明

受疫情影响，全球影视行业均受到了影响，但由于细分领域的业务特点，受影响的程度

以及受影响的时间均有所不同。 相较于Guidedraw，Company3/Method的业务受到的影

响较大， 收入大幅降低， 因此导致了其2020年1月至9月息税摊销折旧前利润为负。 虽然

Company3/Method和Guidedraw均属于视觉特效行业， 但Company3/Method的主要

业务集中在后期制作业务和电视剧特效业务，相较于电影特效业务，其业务特点为订单量

大，但工作周期较短，在上游公司完成拍摄工作后，Company3/Method需要在几周内完成

其负责的工作，对于后期制作业务有时甚至需要几乎同时完成。受到疫情冲击后，上游公司

暂停拍摄工作，Company3/Method存续工作在短时间完成后， 会很快面临没有业务的困

境。但在疫情结束后，随着上游公司开启拍摄业务，Company3/Method在短时间内便会介

入到项目中，从而迅速恢复业务规模和收入规模。

Guidedraw的业务主要集中在电影特效业务， 相较于后期制作业务和电视剧特效业

务，其业务特点为订单量小，但工作周期较长，因此在疫情期间，虽然上游公司已停止影片

的拍摄工作， 但Guidedraw的工作人员仍可通过在家远程办公完成之前已拍摄完成影片

的特效工作。 在2020年4月至9月，Guidedraw的收入并未出现明显下降。 在疫情期间，

Guidedraw采用在家办公的方式，节约了办公成本。 同时，Guidedraw在2019年底就重组

了去年亏损较多的应用科技业务部门，关闭了位于蒙特利尔的VR部门，因此应用科技业务

并未像以前年度一样拖累公司业绩。 综上所述，2020年4月至9月，Guidedraw息税摊销折

旧前利润并未出现下降。 但由于电影拍摄周期会长于电视剧拍摄周期（国外电视剧一般是

一边拍摄一边播放），Guidedraw的主要工作基本是在电影开拍后6个月开始进行，因此在

2021年1季度和2季度，Guidedraw会开始面临存续工作完成新业务尚未开始的情形，疫情

对于Guidedraw的短期负面影响届时将会显现， 相较于Company3/Method会有一定滞

后性。

三、本次交易核心条款

（一）《股份出售协议》

1.协议签署主体

卖方：Ithink�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vestment� Co.,� Limited

买方：Infinity� BidcoLimited

2.出售和购买

根据 《股份出售协议》 的条款和条件， 卖方应向买方出售、 且买方应从卖方购买

Guidedraw� 75%股权。 自交割之日，买方享有Guidedraw无产权负担的完整的所有权、以

及所有应计的权益和所附权利（包括收取已宣派的任何股利、分配或资本回报的权利）。

3.买方应在交割时，以下列方式向卖方支付购买Guidedraw� 75%股权的交易对价：向

卖方配发买方的1,211,250股B类普通股，该等股份应当为已实缴的、且在各方面与买方现

有股本中每股1.00美元的、已发行的A类普通股享有同等权益。

（二）《股东协议》（拟在《股份出售协议》中相关资产交割后签署）

1.协议签署主体

（1）Infinity� Topco� Limited（股权基金Aleph� Capital和Crestview� Partners持股

平台）

（2）Ithink

（3）The� Person（Bidco管理层等个人股东）

2.董事会安排

Bidco董事会设置9名董事， 其中4名董事由Aleph� Capital和Crestview� Partners委

派，3名董事由Ithink委派，2名董事由Bidco管理层委派。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Guidedraw将与Company3/Method在Bidco层面实现业务的整合

与互补，形成包括电影特效业务、电视剧特效业务、后期制作业务、广告业务在内的全产业

链覆盖，并有望在收入规模上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特效制作公司。 合并后的新公司可为客户

提供全产业链服务，并且依靠其品牌知名度和业务规模，使得新公司更容易获得整部影视

剧打包特效项目这类规模大、利润高的项目，提升业务规模的同时增强盈利能力。 同时，合

并后通过对现有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整合，可使得公司在业务增加的同时，提高工作效

率，降低单位成本，进一步提升盈利水平。 综上所述，新公司预计在有效整合后将迎来业务

规模和盈利水平的快速增长，有助于后续实现上市。

信托计划通过本次交易持有Bidco� 34.85%的股权， 实现了对信托底层资产的优化重

组。 本次重组后的标的资产在全球特效行业拥有更全面的综合实力和更优秀的增长潜力，

有利于公司持有信托计划的保值增值和后续的处置退出。

五、风险提示

1.信托计划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受宏观经济形势、国家政策、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

理水平等因素影响，将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2.今年世界范围的新冠疫情对影视行业的相关公司影响较大，本次换股合并交易对公

司损益的影响以报告期末北京信托对公司持有信托计划份额公允价值的估值结果为准，存

在不确定性；

3. 本次换股合并交易尚未完成相关股权和资产的最终交割， 交易的完成存在不确定

性；

本次换股合并交易后信托计划的底层资产发生了变化，公司将继续推进对信托计划进

行全部或部分处置退出（详见公司发布的2019-088号公告），并将及时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6日

股票代码：

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99

转债代码：

113020

转债简称：桐昆转债

转股代码：

191020

转股简称：桐昆转股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桐昆转债”赎回的最后一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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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赎回登记日：2020年11月26日

●赎回价格：100.022元/张

●赎回款发放日：2020年11月27日

●赎回登记日收市前，“桐昆转债” 持有人可选择继续交易，或者以转股价格12.28元/

股转为公司股份。 2020年11月26日（可转债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桐昆转债”将停止交易

和转股，特提醒“桐昆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桐昆转债”持有人持有的“桐昆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

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桐昆转债” 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按照

100.022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桐昆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

牌。

●风险提示：因目前二级市场价格（“桐昆转债” 当前收盘价为164.05元/张）与赎回

价格（100.022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 或“公司” ）的股票自2020年10月14

日至2020年11月11日连续21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或不低于）本公司

“桐昆转债（113020）”（以下简称“桐昆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根据

《桐昆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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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本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桐昆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本公司桐昆转债的提前赎回

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桐昆转债” 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本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桐昆转债” 持有人公

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①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本公司股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公司有权按照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加

当期应计利息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②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金额少于3,000万元（含

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

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③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0年10月14日至2020年11月11日连续21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高于（或不低于）“桐昆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12.28元/股）的130％（含130%，即

15.97元/股），已满足“桐昆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0年11月26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桐昆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本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 赎回价格为

100.022元/张（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0年11月19日至2021年11月18日）票面利率为1%；

计息天数：2020年11月19日至2020年11月27日共8天（算头不算尾）；每张债券当期

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100*1%*8/365=0.022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022=100.022元/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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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

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

的20%，即面值每100元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022元（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

人民币100.0176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

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

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面值每100元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

金额为人民币100.022元（含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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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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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

QFII、RQFII），本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持有人实际面值每100元可转债派发

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022元。

（四）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本公司选定的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桐昆转债” 赎

回提示公告至少3次，通知“桐昆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0年11月27日）起所有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桐昆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

本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0年11月27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桐昆转

债”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六）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2020年11月26日前（含当日），“桐昆转债” 持有人可按公司可转债面值

（100元/张），以当前转股价格12.28元/股转为公司股份。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0年11月27日）起，“桐昆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

三、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8182269

联系人：周 军 宋海荣

地址：浙江省桐乡市洲泉镇德胜路1号12幢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986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77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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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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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17年4

月完成对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创天杰” ，原名称为“北京爱创天

杰品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85%股权的收购、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

阅网络” ）90%股权的收购、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数字一百” ）

100%股权的收购；2019年5月对智阅网络剩余10%股权的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智阅网络

100%的股权。

公司聘请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智阅网络、数字一百、爱创天杰承诺

业绩实现情况进行专项审核。公司已于2020年11月5日披露智阅网络和数字一百的2019年

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现将爱创天杰2019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祺创投资、 张桔洲、 吴瑞敏持有的爱创天杰

85%股权。 2016年7月1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资产购买的草案

相关议案；2016年8月15日， 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资产购买的

相关议案。

2016年11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6年11月15日召开的2016年第85次工作会议审核，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无条

件通过。

2017年4月13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核准了爱创天杰的股权变更，并换发

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051434343D）。 爱创天杰85%股权已

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

2017年4月，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各方有权按

照相关批准和协议约定实施本次交易；科达股份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的标的资产爱创天杰85%股权、智阅网络90%股权、数字一百100%股权已经办理完毕交割

手续，股权交割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公

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资产交割事宜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标的资产过户事宜的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

得到满足，本次交易依法可以实施；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过户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毕。

二、资产重组盈利承诺及实现情况

（一）盈利承诺情况

1、祺创投资、张桔洲、吴瑞敏承诺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爱创天

杰所产生的净利润分别为不低于6,800万元、8,160万元、9,792万元和9,792万元； 如爱创

天杰在业绩承诺期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累计数额不到对应同期的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的，则

各补偿义务人应按照《购买资产协议》中确定的各自的股份和现金的支付比例来计算其应

当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数额。

2、 利润补偿期间爱创天杰每年年末至次年6月30日期间从某一客户实际收回的应收

账款金额低于该年年末（12月31日）对该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对于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

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计算的相关期间为自开票当月起的后6个月内；若开票时间晚于次年

的6月30日，则计算的相关期间为自次年的6月30日起的6个月内），则前述未收回的应收账

款对应的收入和成本同时冲减，该利润补偿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以冲减后的净利润余额

为准。 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时间根据应收账款计算期间的截止时点相应顺延。 由于应收账款

未及时收回导致调减对应收入和成本的，在应收账款实际收回当年，相应调增对应收入和

成本。

（二）盈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2016-2019年度承诺业绩累计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天圆全专审 [2020]001056号），

爱创天杰2016-2019年度累计承诺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元

期间 业绩考核净利润(1) 承诺业绩(2) 差异(3)=(1)-(2)

2016年 69,882,927.76 68,000,000.00 1,882,927.76

2017年 81,878,358.10 81,600,000.00 278,358.10

2018年 98,134,084.10 97,920,000.00 214,084.10

2019年 82,567,359.00 97,920,000.00 -15,352,641.00

合计 332,462,728.96 345,440,000.00 -12,977,271.04

1、截至2020年11月20日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

①不考虑湖南猎豹线下项目和重庆长安线下项目的影响，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

月31日形成的应收账款截至2019年12月31日余额为486,678,598.14元（其中截至2019年

12月31日已开票的应收账款160,446,839.78元， 未开票的应收账款326,231,758.36元）。

此部分未回款款项截至2019年11月20日尚未回款的金额6,984,391.54元（其中截至2019

年12月31日已开票的应收账款截至2019年11月20日尚未回款的金额为19,376.00元，

2019年12月31日未开票的应收账款截至2019年11月20日尚未回款的金额为6,965,

015.54），相应冲减营业收入6,589,048.62元（不含税），按2019年度经审计的合并口径的

综合毛利率计算相应冲减营业成本4,346,830.29元。

②湖南猎豹线下项目和重庆长安线下项目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形成的应

收账款截至2019年12月31日余额为7,044,607.00元（其中截至2019年12月31日已开票的

应收账款3,644,279.00元，未开票的应收账款3,400,328.00元）。 此部分未回款款项截至

2019年11月20日尚未回款的金额2,055,607.00元（其中截至2019年12月31日已开票的应

收账款截至2019年11月20日均已收回，2019年12月31日未开票的应收账款截至2019年11

月20日尚未回款的金额为2,055,607.00元）， 相应冲减营业收入1,939,251.89元 （不含

税），按2019年度两项目各自毛利率计算合计冲减营业成本1,469,865.22元。

③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形成的应收账款截至2019年8月31日尚未回款的

应收账款26,660,895.57元（其中不包括比亚迪项目应收款30,645,935.56元），此部分未

回款款项爱创天杰已在2019年度账面调整7,235,376.56元，在2020年11月20日前收回15,

595,770.11元（账面调整和收回部分其中属于2016年度形成的应收账款439,119.20元，属

于2017年度形成的应收账款28,095.70元， 属于2018年度形成的应收账款22,363,931.77

元），根据补偿协议相关规定应调增营业收入21,538,817.61元，按调整的应收账款所归属

年度爱创天杰经审计的合并口径的综合毛利率计算相应调增营业成本14,268,477.40元。

④综上， 根据爱创天杰截至2020年11月20日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 应调增营业收入

13,010,517.10元,相应调增营业成本8,451,781.89元。

2、承诺业绩实现情况

爱创天杰2019年度审核税后净利润为82,567,359.00元， 原股东承诺业绩为97,920,

000.00元，业绩完成率为84.32%。

三、结论

爱创天杰未完成2019年度承诺业绩，根据《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祺创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张桔洲、吴瑞敏之盈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 ）及

补充协议约定：若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未能达到承诺净利润累计数，乙方承诺将根

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就前述差额部分以股份和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17年3月17日披露的《科达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公司将依据《盈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制定具体补偿

方案，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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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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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0,00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广发多添富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委托理财期限：2020年11月23日—2021年5月5日

履行的审议程序：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00.00万元本金的资金购买安全性高、低风

险、流动性好、稳健型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为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

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盘活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

务成本，增加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为公司营业活动产生的暂时性闲置自有流动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亿

元）

预计年化收益

率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广发证券资产

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券商理财产品

广发多添富8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00 4.60%

2020年11月

23—2021年5

月5日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管理层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了信誉好、规模大、有

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选择了低风险产

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广发多添富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3）签约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4）投资额度：10,000.00万元

（5）预期年化收益率：4.6%

（6）收益起算日：2020年11月23日

（7）产品到期日：2021年5月5日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公司购买的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广发多添富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理财产品为资管类产品，本产品主要投资于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同业存

单、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中期票据（含非公告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等经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批准发行的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可分离债券、可转换债、利

率远期、利率互换等银行间市场交易的投资品种、证券回购、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债

券型基金（含债券分级基金）、分级基金的优先级份额、银行存款等。

（三）风险控制分析

为控制风险，产品种类为金融机构投资风险可控的理财产品，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

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相关事宜。具体事项由公司财

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交易代码：

000776）及香港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代码：1776）挂牌上市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产权、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

是否为本次

交易专设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日 孔维成 100,000

证券资产管理

业务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否

受托方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最近三年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60,875.30 522,771.47 602,821.49

资产净额 401,026.85 474,890.80 546,114.58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215,547.41 165,676.19 172,377.55

净利润 110,524.05 88,863.95 91,223.79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09月30日

资产总额 1,942,329,638.97 1,835,059,368.30

负债净额 471,322,336.49 312,600,238.25

资产净额 1,465,796,194.30 1,516,738,446.37

2019年1-12月 2020年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028,874.03 -40,229,966.06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为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

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盘活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

务成本，增加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截至2020年09月30日，公司的货币资金为40，065.53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的理财

产品总额为93,000.0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委托理财为16,000.00万元，自有资金委托理财

为77,000.00万元，本次理财金额为10,000.00万元，占2020年09月30日货币比例为25%，

占目前全部理财产品的10.75%。 根据会计准则，公司委托理财产品根据有无固期限以及是

否保本等实际情况，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其它流动资产或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

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或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确认的会计处理为准）。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理财产品，但仍可能存在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

动性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受到各种风险的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

可能会受到波动，理财产品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一）、决策程序的履行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及2020年05月21日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00.00万元本金的资金购买安全性高、低

风险、流动性好、稳健型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上

述事宜，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参见2020年5月21

日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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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上的《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34）。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

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10,000.00 204.75 -

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69.82 -

3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0 20,000.00 213.70 -

4 银行理财产品 18,000.00 18,000.00 338.20 -

5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10,000.00 139.46 -

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10,000.00 106.25 -

7 银行理财产品 13,000.00 13,000.00 175.23 -

8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10,000.00 188.44 -

9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0 20,000.00 147.95 -

10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0 40,000.00 365.00 -

11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00 - 未到期 10,000.00

12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00 - 未到期 10,000.00

13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00 - 未到期 10,000.00

14 券商理财产品 15,000.00 - 未到期 15,000.00

15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00 - 未到期 10,000.00

1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 未到期 10,000.00

17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0 - 未到期 1,000.00

18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0 - 未到期 1,000.00

券商理财产品 10,000.00 - 未到期 10,000.00

合计 233,000.00 156,000.00 1948.8 77,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93,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63.4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7.1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77,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3,00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0.00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5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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