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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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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松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金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美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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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011,297,846.56 4,727,393,505.75 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26,682,900.13 3,721,136,625.72 2.8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71,962,543.66 36.97% 2,601,573,234.59 2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2,473,010.92 11.58% 649,929,987.65 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1,580,726.35 20.49% 610,624,386.25 9.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796,201.13 -111.76% 153,307,261.47 -77.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10.87% 1.42 4.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10.87% 1.42 4.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4% 上升 0.22 个百分点 17.43% 下降 1.55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86,999.9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495,5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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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50,443.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7,754.2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5,698,410.13  

减：所得税影响额 7,163,518.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49,144.93  

合计 39,305,601.40 --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6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万利达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37% 226,192,000 226,192,000 质押 154,482,300 

建瓯惠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31% 33,485,720 0   

林松华 境内自然人 5.59% 25,631,110 25,395,110 质押 3,730,000 

厦门惠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6% 25,478,400 25,478,400   

建瓯山坡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4% 12,546,5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消

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3,603,607 0   

宁波兴富致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3,561,0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值优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3,376,768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值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3,240,278 0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2,707,47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建瓯惠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485,720 人民币普通股 33,485,720 

建瓯山坡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4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4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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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消

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603,607 人民币普通股 3,603,607 

宁波兴富致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5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61,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值优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76,768 人民币普通股 3,376,76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值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240,278 人民币普通股 3,240,278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2,707,470 人民币普通股 2,707,47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

业配置 
2,250,936 人民币普通股 2,250,93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41,319 人民币普通股 2,141,319 

靖烨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吴凯庭除直接持有公司 0.50%的股份外，还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万利

达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利达工业”）100%的股份，直接持有厦门惠及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惠及投资”）96.42%的合伙份额，吴凯

庭、万利达工业及惠及投资存在关联关系。 

（2）林松华除直接持有公司 5.59%的股份（即 25,631,110 股）外，同时通过建瓯

惠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惠椿投资”）和建瓯山坡松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山坡松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1,805,635 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57,436,745 股。惠椿投资已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完成执行

事务合伙人及相应商事主体变更登记，变更后林松华不再是惠椿投资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自本次商事主体变更登记完成后十二个月内，林松华与惠椿投资仍存在

关联关系；山坡松投资已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完成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相应商事主

体变更变登记，变更后林松华不再是山坡松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自本次商事

主体变更登记完成后十二个月内，林松华与山坡松投资仍存在关联关系；综上，

林松华、惠椿投资及山坡松投资存在关联关系。 

（3）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实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同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公司控股股东万利达工业除与吴凯庭、惠及投资存在关联关系外，与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除上述情况之外，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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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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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说明 

应收票据 29,211,144.34 15,976,868.31 82.83% 主要系期末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200,584,917.68 724,704,530.15 65.67%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38,601,049.41 13,556,067.06 184.75% 主要系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存货 563,653,684.70 333,334,384.76 69.10% 主要系应马来西亚工厂生产需要增加库存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7,929,325.62 6,833,356.06 455.06% 主要系投资新增合营企业INKOTEK所致 

固定资产 360,194,969.90 246,114,417.18 46.35% 
主要系马来西亚、匈牙利海外工厂、苏州孙公司购建

厂房和设备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413,630,150.91 243,645,625.12 69.77% 
主要系公司智能制造生产线建设项目厂房建造工程

及匈牙利厂房建设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65,889,293.58 45,185,696.40 45.82% 主要系马来西亚购入土地使用权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5,086,197.76 15,820,083.48 58.57% 主要系租赁资产改良支出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388,401.07 15,355,944.66 84.87% 

主要系因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股份支付增加及远期

结汇合同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等事项计提递延所得税

资产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815,655.65 27,745,007.82 39.90% 主要系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21,882,386.97 14,369,738.36 52.28% 主要系UMS智能制造解决方案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90,193,480.28 47,586,809.89 89.53% 主要系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库存股 181,011,627.19 92,357,995.00 95.99% 
主要系本期回购公司股份及授予2018年股权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综合影响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到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说明 

营业成本 1,594,486,865.53 1,169,844,577.42 36.30%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及销售产品结构变化的综合影

响所致 

管理费用 106,975,021.89 71,635,676.93 49.33% 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及股权激励费用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68,418,881.52 115,780,817.97 45.46% 主要系研发投入增加及研发人员薪资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66,184,969.35 -47,502,919.67 39.33% 主要系利息收入及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4,850,443.30 -1,170,000.00 1169.27% 
主要系期末未交割的远期外汇交易合约公允价值变

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167,362.33 -1,858,663.32 124.21% 主要系期末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8,548,175.76 -7,636,275.09 142.90% 主要系期末存货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786,999.91 -116,732.52 -774.19%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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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到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3,307,261.47 686,812,992.36 -77.68% 

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购买原材料和员工薪酬支

出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0,581,321.78  -2,080,157,906.75  -105.32% 

主要系本期收回银行保本型理财以及上期募集资金

理财支出较多等综合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9,977,330.00  1,327,007,505.56  -142.95% 

主要系上期收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和限制

性股票认购款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31,615.96 10,128,963.33 -110.18%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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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2018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等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根

据激励计划，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597.00万股，其中：拟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228.55万份，

限制性股票368.45万股；首次授予权益总计517.00万股，预留80.00万股。 

2、2018年7月26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

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权日/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

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3、2018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人数由291

名变更为288名，其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286名变更为283名，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人数由272名变更为269名；其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78.55万份变更为178.25万份，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38.45万股变更为337.75万股。同时，董事会认为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业已成就，同意以2018年8月22日为股票期权首次授权日/限制性股票首次授

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激励对象相应授予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 

4、2018年9月18日，公司完成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事项，最终向282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177.45万份，向268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336.95万股。致同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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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9月5日出具了致同验字（2018）第350ZB0046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

止至2018年9月3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 

5、2019年3月28日，因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第一期未达到行权/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决定注销激励对象所持有的未达到相应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以及回

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有的未达到相应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19年4月22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19年6月26日办理完成。 

7、2019年7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股票期权预留授权日/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为2019年7月24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76名激励对象授予

49.00万份股票期权（剩余1.00万份股票期权取消授予），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35名激励对象授予30.00万股

限制性股票。 

8、2019年9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7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同意注销7名激励对象持有的2.64万份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6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2.32万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9、2019年9月20日，公司完成了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预留部

分授予登记工作。最终向172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48.20万份，向131名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29.60万股。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9月6日出具了致同验字

（2019）第350ZA0034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止至2019年9月2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

验。 

10、2019年9月25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2019年

9月26日刊登了《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及《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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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 

（二）对外投资实施情况： 

1、2019年7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投资设立境外孙公司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

司南平盈趣科技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与KOTA PRASARANA SDN. BHD.共同出资在马来西亚设立

INKOTEK (MALAYSIA) SDN. BHD.，注册资本为3,000.00万林吉特，主要开展马来西亚智能制造产业园及

相关设施的规划、运营及管理。INKOTEK (MALAYSIA) SDN. BHD.注册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2、2019年7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收购境外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根据《股

权收购协议》的约定，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Intretech (HK) Co.,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盈趣”）向SDH Holding 

SA(以下简称“SDH”)和SDATAWAY SA（以下简称“SDW”）原股东支付了第二阶段股权收购中协议

约定的2019年股权转让款，约217.20万瑞士法郎（约1,516.99万元人民币），同时交易主体按照《股权收购

协议》的条款与条件完成了本次交易项下SDH和SDW各6%的股权交割。自交割之日起，香港盈趣持有SDH

和SDW各76%股权。 

3、2019年7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孙公司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司全资

子公司厦门攸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马来西亚设立UM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LAYSIA)SDN. BHD.，注册资本为1,000.00万林吉特，主要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开展智能制

造解决方案业务。UM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LAYSIA)SDN. BHD.注册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 

4、2019年8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投资设立境内孙公司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司控股子公

司漳州盈塑工业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漳州台商投资区设立福建盈塑塑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开展塑胶零件喷涂及塑胶零部件加工等制造业务。福建盈塑塑胶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手续

已办理完毕并领取了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漳州台商投资区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5、2019年9月6日，公司加拿大控股子公司Knectek Labs Inc.与Focuson Technologies Co., Limited（以下

简称“Focuson”）股东BRIAN ZHONGDONG LIN、蔡汉生、陈绍俊、陈美璋、黄立明和王伟城分别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以自有资金80.00万美元收购上述股东合计持有的Focuson 100.00%的股权。Focuson成

立于2014年6月27日，注册地为中国香港，公司类型为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数为1,080,409股，股本

金额为3,219,618.82港元。Focuson主要业务为投资控股，其拥有两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为串云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串云科技”）和Tracmo, Inc.（以下简称“Tracmo”），串云科技主要从事蓝牙定位设备的研发

与销售的业务，Tracmo的经营范围是从事软件、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有关业务。 

6、2019年9月2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攸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攸信”）与上海开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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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开铭”）股东上海蓝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马建国、文士伟和吴永振分

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1,960.00万元人民币收购上述股东合计持有的上海开铭56.00%

的股权。上海开铭成立于2013年9月29日，注册资本为350.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电子制造业智能工厂管

理系统的研发与制造，与厦门攸信具有业务协同作用。上海开铭已于2019年10月21日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7、2019年9月29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盈趣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趣汽车电子”）与上海

艾铭思汽车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艾铭思”）股东上海建仕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362.10万元人民币收购上述股东合计持有的上海艾铭思51.00%的股权。上海艾

铭思成立于2011年03月21日，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汽车电子业务，与盈趣汽车电子

具有业务协同作用。上海艾铭思已于2019年10月12日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其他事项： 

1、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在马

来西亚购买房产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Intretech(Malaysia) Sdn. Bhd.（以下简称“马来西亚盈趣”）

使用不超过3300.00万林吉特在马来西亚购置自有房产。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披露了马来西亚盈趣购买该

房产的进展公告，马来西亚盈趣已和交易对方 Charming Empire Sdn. Bhd.签订了《Charming Empire Sdn. 

Bhd.与Intretech (Malaysia) Sdn. Bhd.之买卖协议》并向卖方支付了定金2,980,000.00林吉特（约为4,961,870.19

元人民币）。2019年7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在马来西亚购买房产完成的公告》，马来西

亚盈趣已完成该房产的产权交割手续并取得变更后的权属证书。 

2、2019年9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境外孙公司签订长期租赁合同的公告》，公司境外孙公司INKOTEK 

(MALAYSIA) SDN. BHD.（以下简称“INKOTEK”）与马来西亚KOTA PRASARANA SDN. BHD.（以下简

称“KOTA”）签订了《SUB LEASE AGREEMENT》，INKOTEK向KOTA转租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102.74

英亩（约415,774.03平方米）的土地（该土地的权属人为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简称“UTM”

或称“马来西亚理工大学”），租赁期共计58年（初始转租期限29年，延长转租期限29年），转租58年租金

总额合计为92,891,929.00林吉特（约156,904,091.01元人民币），转租后一部分土地由公司、子公司或孙公

司用于自建智能制造厂房，一部分土地分租给国内成熟、优质的供应商用于建设智能制造厂房，建成后拟

将整个产业园冠名为“马来西亚福建智能制造经贸产业园”，关于产业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前期规划、建成

后的运营及管理等则由INKOTEK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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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2018 年 07 月 11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激励对象名单》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8-056）等相关公告 

2018 年 07 月 27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2018 年 08 月 23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调整 2018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3）和《关于向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84） 

2018 年 09 月 17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0） 

2019 年 03 月 30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2019 年 04 月 23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9-046） 

2019 年 06 月 27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和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 

2019 年 07 月 25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向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80） 

2019 年 09 月 10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3） 

2019 年 09 月 19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8） 

2019 年 09 月 26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110）和《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

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1） 

投资设立境外孙公司并完成注

册登记的事项 
2019 年 07 月 18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投资设立境外孙公司并

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5） 

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收购境外

公司股权的进展事项 
2019 年 07 月 20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收

购境外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7） 

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孙公司并完

成注册登记的事项 
2019 年 07 月 27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孙公

司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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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投资设立境内孙公司并完成注

册登记的事项 
2019 年 08 月 15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投资设立境内孙公司并

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6） 

控股子公司在马来西亚购买房

产完成的事项 
2019 年 07 月 30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子公司在马来西亚

购买房产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2） 

境外孙公司签订长期租赁合同

的事项 
2019 年 09 月 03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境外孙公司签订长期租

赁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0）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并于2019年6月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股份的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

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3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 

2、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及《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67），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公司于2019年6月13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8）。2019年6

月12日，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69,876股，占公司当时总

股本的0.04%，最高成交价为39.1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8.57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6,609,229.58元（不含

交易费用）。 

4、公司于2019年7月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3），截至2019

年6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627,234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0.36%，最高成交价为40.0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8.3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63,717,275.34元（不

含交易费用）。 

5、公司于2019年8月2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83），截至2019

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824,970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0.40%，最高成交价为40.0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8.0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71,333,164.33元（不

含交易费用）。 

6、公司于2019年8月9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84），截至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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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8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707,470股，占公司当

时总股本的0.59%，最高成交价为40.0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2.9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01,314,348.30元（不

含交易费用）。 

7、公司于2019年9月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99），截至2019

年8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707,470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0.59%，最高成交价为40.0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2.9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01,314,348.30元

（不含交易费用）。 

8、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13），截至2019

年9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707,470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0.59%，最高成交价为40.0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2.9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01,314,348.30元

（不含交易费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 

来源 

金融衍

生工具 
 -14,850,443.30    -5,158,000.00 -14,850,443.30 

自有 

资金 

其他 1,650,000,000.00   1,110,000,000.00 1,650,000,000.00 35,698,410.13 1,110,000,000.00 

自有资

金及募

集资金 

合计 1,650,000,000.00 -14,850,443.30  1,110,000,000.00 1,650,000,000.00 30,540,410.13 1,095,149,556.70 --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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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83,000 41,00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93,000 70,000  

合计 176,000 111,00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7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 年 07 月 16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07） 

2019 年 07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 年 07 月 17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08） 

2019 年 08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 年 08 月 27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09） 

2019 年 09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 年 09 月 11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10）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松华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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