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897

证券简称：意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3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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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2020】
第 484 号）。公司积极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部门对关注函内容进行逐项落实，现就有关
问题的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 1：公告显示，《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意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意华集团”）持有你公司 47.48%的股份，为你公司控股股东；方建文与方建斌系兄
弟关系，合计持有意华集团 29.46%的股份。请说明方建文与方建斌直接及间接合计持
有你公司股份的数量，并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的具体规定，说
明你公司认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方建文直接持有公司 2.08%的股份，方建斌直接持有公司
2.45%的股份，二人直接合计持有公司 4.53%的股份。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方建文持
有意华集团 13.54%的股权，方建斌持有意华集团 15.92%的股权，二人共持有意华集团
29.46%的股权，意华集团持有公司 47.48%的股份，二人通过意华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13.99%的股份。
综上，方建文与方建斌通过直接及间接的方式合计持有公司 18.52%的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
司控制权：
（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2）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
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
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4）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
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意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1,035,094

47.48

2

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

5,453,654

3.20

3

陈献孟

4,185,168

2.45

4

方建斌

4,174,859

2.45

5

蒋友安

3,919,955

2.30

6

方建文

3,549,576

2.08

7

郑巨秀

2,803,936

1.64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574,740

0.92

9

邓克维

1,560,000

0.91

10

蔡胜才

1,416,923

0.83

意华集团持有意华股份 47.48%的股份，为意华股份的第一大股东，且持股比例远
超其他股东，为意华股份的控股股东。除意华集团以外的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 16.78%，
均不能单独通过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投资计划，在实行
累积投票的情况下，亦不能单独选任公司董事会的一名董事，因此除意华集团以外的其
他股东均不能实际控制公司。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意华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方建文

12,399,016.00

13.5390

2

方建斌

14,583,291.00

15.9241

3

陈献孟

14,618,075.00

15.9621

4

蒋友安

13,693,042.00

14.9520

5

郑巨秀

9,794,573.00

10.6951

6

蔡胜才

4,949,441.00

5.4045

7

朱松平

3,018,294.00

3.2958

8

李振松

2,467,348.00

2.6942

序号

股东姓名

9

李振其

2,728,992.00

2.9799

10

李振飞

2,467,257.00

2.6941

11

李振秀

2,467,348.00

2.6942

12

陈孟杰

1,762,823.00

1.9249

13

陈琼娜

550,595.00

0.6012

14

方丽君

705,166.00

0.7700

15

陈琦

2,502,148.00

2.7322

16

陈献鹏

523,288.00

0.5714

17

陈庆横

515,687.00

0.5631

18

陈海泳

352,583.00

0.3850

19

金小平

309,266.00

0.3377

20

陈志平

228,675.00

0.2497

21

叶素丹

228,675.00

0.2497

22

王海平

107,607.00

0.1175

23

蔡永权

89,657.00

0.0979

24

李家祥

89,657.00

0.0979

25

林立义

89,657.00

0.0979

26

沈宝林

89,657.00

0.0979

27

翁聚斌

89,657.00

0.0979

28

杨永军

89,657.00

0.0979

29

杨学琴

68,868.00

0.0752

91,580,000.00

100.0000

合计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根据上表，方建文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方建斌、方丽君、蔡胜才合计持有意华
集团 35.6376%的股权，方建斌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方建文、方丽君、陈琦合计持
有意华集团 32.9653%的股权，陈献孟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郑巨秀、陈琼娜、陈孟
杰合计持有意华集团 29.1833%的股权，李振松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李振秀、李振
其、李振飞合计持有意华集团 11.0624%的股权，蒋友安持有意华集团 14.95%的股权，
意华集团其余股东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持股比例均未超过意华集团注册资本的

10%。
根据意华集团的《公司章程》规定，意华集团的经营方针、投资计划等重大事项需
经股东会按股东股权比例表决决定；公司董事会成员由股东会任免，经出席股东会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表决通过。意华集团的任何股东均无法单独通过可实际支配的表决
权决定意华集团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以及其他重大事项。虽然方建文、方建斌、方
丽君、蔡胜才以及方建斌、方建文、方丽君、陈琦合计持有的意华集团的股权超过了
30%，但是与陈献孟、郑巨秀、陈琼娜、陈孟杰等人合计持有的 29.1833%股权差距较
小，因此其不能控制意华集团。
综上，意华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但是意华集团股权分散，穿透至自然人投资者后，
不存在单一股东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达到 50%以上的情形；虽然存在单一股
东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表决权比例超过 30%的情形，但与其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股比例差距很小，不足以单独控制意华集团；不存在通过实际支配意华集团的表决
权决定意华集团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情形；不存在依其可实际支配的意华集团的
表决权足以对意华集团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
他拥有控制权的情形。
因此，本次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后，公司存在控股股东，但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问题 2：请结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从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名主体、决策情况、近期重大事项披露
情况、股东之间存在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等方面，逐一举证说明你公
司认为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状态的合理性。请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结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
司认为本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状态的理由合理充分，举证说明如下：
1、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及意华集团股权结构参见“问题 1”之回复，
“问题 1”之

回复已从股东持股比例方面详细说明了认定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合理性，此处不再重复
阐述。
2、董事会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名主体
公司现任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的构成和提名单位情况如下：
董事姓名

提名主体

陈献孟

意华集团

蒋友安

意华集团

方建文

意华集团

方建斌

意华集团

蔡胜才

意华集团

朱松平

意华集团

石晓霞

意华集团

赵元元

意华集团

毛毅坚

意华集团

董事会的成员均为意华集团提名，意华集团在提名董事时，通过集体讨论和决策的
方式进行。
3、决策情况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及《公司章程》第七十六条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分为
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公司 2019 年和 2020 年召开的股东大会表决情况如下：
序
号

会议名称

表决结果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意华集团持股数占参加股东
决权的股份数（股）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1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

无否决议案

106,892,693

75.81%

2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无否决议案

102,312,322

79.20%

3

2019 年第二次

无否决议案

103,566,213

78.24%

临时股东大会
4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无否决议案

102,164,455

79.32%

5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

无否决议案

103,260,792

78.48%

6

202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无否决议案

98,784,647

82.03%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9 年和 2020 年的股东大会上，意华集团所持的发行人的股份
数均占公司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的 75%以上，对公司具有绝对的控股权。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定》第 9.11 条及《公
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
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
审议担保事项时，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2020 年公司召开的董事会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名称

审议议案

表决结果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

《关于泰华新能源科技(泰国)有限公司
在泰国设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立
子公司的议案》
、
《关于设立台湾分公司
的议案》

全票通过

2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

《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议
案》

全票通过

3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

4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

5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

6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

《关于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的议案》
、
《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的议案》
《关于对子公司苏州远野汽车技术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
请贷款并以子公司乐清意华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100%股权进行质押担保的议
案》
《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019 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19 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等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注销美国子公
司的议案》、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全票通过

全票通过

全票通过

全票通过

从上表可知，最近一年的董事会上，意华集团提名的所有董事均对公司召开的董事
会审议的议案投票同意，因此意华集团对公司的决策具有决定权。
4、近期重大事项披露情况
2020 年 6 月 1 日，公司披露《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0）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湖南意华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向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另与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五一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华银株（五一支）最保字（2020）年第（026）号），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湖南意华向华融
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7,200 万元。
2020 年 6 月 19 日，公司披露《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披露《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3）
，公司于近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
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湖南意华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
元。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披露《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监事减持计
划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2020 年 7 月 10 日，公司披露《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6）
。以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70,672,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 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0 年 7 月 15 日，公司披露《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
预告》（公告编号：2020-048）。
2020 年 7 月 20 日，公司披露《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9）
，公司于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高新技术
开发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湖南意华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5,800 万元。
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披露《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公告编号：2020-055）。
2020 年 9 月 8 日，公司披露《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
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
2020 年 9 月 9 日，公司披露《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致行动关系到
期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
5、股东之间存在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
2010 年 7 月 10 日，陈献孟、蒋友安、方建文、方建斌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
议》，就其在公司决策过程中作为一致行动人、采取一致行动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2017 年 8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540 号），批准意华股份公开发行不超过 2667
万股新股；该等股票已于 2017 年 9 月 7 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截至 2020 年 9 月 7 日，意华股份股票上市已满三十六个月，《一致行动协议》中
约定的有效期已届满。根据意华股份及《一致行动协议》签署人出具的确认函，《一致
行动协议》到期后，陈献孟、蒋友安、方建文、方建斌不再延长《一致行动协议》期限，
且陈献孟、蒋友安、方建文、方建斌相互之间未就一致行动事宜达成任何新的协议或作
出任何新的一致行动安排，陈献孟、蒋友安、方建文、方建斌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终止，
意华股份其他股东之间亦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协议或一致行动安排。
因此，结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并基于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名主体、决策情况、近期重大事
项披露情况、股东之间存在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等方面情况，《一致行
动协议》到期后，公司控股股东意华集团的任何一名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均无法凭借其
实际支配的表决权单独对意华集团的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无法通过实际支配意华
集团表决权决定意华集团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意华集团的股东未签订任何一致行
动协议，意华集团的任何一名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支配的表决权都无法达到上述法
律法规及意华集团《公司章程》对意华集团实际控制的要求，意华集团处于无实际控制

人状态，意华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且持有公司的股份远大于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因
此，公司亦将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认定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的理由合理充分。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结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并基于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名主
体、决策情况、近期重大事项披露情况、股东之间存在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
委托等方面情况，我们认为，《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公司控股股东意华集团的任何
一名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均无法凭借其实际支配的股权单独对意华集团的股东会决议
产生重大影响，无法通过实际支配意华集团表决权决定意华集团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
任，意华集团的股东未签订任何一致行动协议，意华集团的任何一名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实际支配的表决权都无法达到上述法律法规及意华集团《公司章程》对意华集团实际
控制的要求，意华集团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意华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且持有公司
的股份远大于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因此，公司亦将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认定公
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的理由合理充分。

问题 3：请结合公司章程中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表决机制及实际运行情况等因素，
举证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的
情况。请独立董事及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1、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表决机制及实际运行情况
《公司章程》第七十六条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股东大
会做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
过。股东大会做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第七十七条规定：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一）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二）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三）
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任免及其报酬和支付方法；
（四）公司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公司年度报告；（六）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本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
过以外的其他事项。”第七十八条规定：“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一）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清算或变更公司形式；
（三）发行公司债券或优先股；（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本章程的修改；
（七）
公司调整或变更现金分红政策；（八）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
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第七十
九条规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
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
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公司董事会、独立董
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
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
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第八十条规定：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
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
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与股东大会实际运行情况一致，公司股东
大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规范运行。
2、公司董事会的表决机制及实际运行情况
《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董事会做出决议，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表决同意方可通过。”
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
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
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
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第一百三十
二条规定：“董事会决议采用举手表决、口头表决或书面投票表决方式，一人一票。董
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以用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进行并
在董事会通知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决议，并由参会董事签字。”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董事

会会议应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独
立董事不得委托非独立董事代为出席董事会会议。委托书中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
事项、权限和有效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
内行使董事的权利。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
议上的表决权。”
《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会的表决机制与董事会实际运行情况一致，公司董事会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规范运行。
3、公司管理层对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影响情况
（1）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期

持有公司股份（股）

蒋友安

总经理

2018.12.17-2021.12.16

16,036,322（直接持有
3,919,955 股，通过意
华集团持有
12,116,367 股）

吴艳梅

副总经理

2018.12.17-2021.12.16

0

程牧

副总经理

2018.12.17-2021.12.16

0

蒋甘雨

副总经理

2018.12.17-2021.12.16

0

蒋新荣

副总经理

2018.12.17-2021.12.16

0

吴陈冉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9.08.25-2021.12.16

0

陈志

财务总监

2018.12.17-2021.12.16

0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 170,672,000 股，管理层合计持有公司 16,036,322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9.3960%。
（2）《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十）聘任
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公司提名委员会工
作细则》第九条规定：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三）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四）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经核查，公司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提交董事会，由董事会聘任。

（3）《公司章程》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中仅有一名董事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余董事均未在公
司担任任何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4）公司管理层已出具说明：除蒋友安担任意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并持有
其 14.9520%股权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及与公司其他股东、董事之间不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亦不存在单独或与公司的其他股东、董事共同控制公司的情形。
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产生的方式、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和公司董事兼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策机制，公司管理层无法对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决议产生重要影响。
4、公司股东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影响情况
（1）公司现任第三届董事会 6 名非独立董事和 3 名独立董事均由意华集团提名。
（2）意华集团持有公司 47.48%的股份，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且持股比例远超其
他股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3）根据公司管理层出具的相关说明，除蒋友安担任意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
事并持有其 14.9520%股权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及与公司其他股东、董事之间不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亦不存在单独或与公司的其他股东、董事共同控制公司的情形。
因此，公司控股股东为意华集团，不存在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
制的情况。
5、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情况
公司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等健全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之间有明确的权限划分，各组织机构人员及职责明确，并具有规
范的运行制度。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管理层按照《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的规定，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规范行使职权。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的
情况。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表决机
制与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实际运行情况一致，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规范运行。结合公司管理层和公司股东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的影响情况以及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出具的相关说明，我们认为公司不存在管理层控制、
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况。
（三）律师意见
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对《关注函》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与股东大会实际运行情况一致；
《公司章
程》中关于董事会的表决机制与董事会实际运行情况一致；公司管理层无法对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要影响；公司不存在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
制的情况；公司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等健全的组织机构，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之间有明确的权限划分，各组织机构人员及职责明确，并
具有规范的运行制度。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管理层按照《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制度的规定，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规范行使职权。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管理层控
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公司的情况。

问题 4：请结合你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情况，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说明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相关安
排，后续是否存在增持或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回复】
（一）说明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相关安排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意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1,035,094

47.48

2

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

5,453,654

3.20

3

陈献孟

4,185,168

2.45

4

方建斌

4,174,859

2.45

5

蒋友安

3,919,955

2.30

6

方建文

3,549,576

2.08

7

郑巨秀

2,803,936

1.64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574,740

0.92

9

邓克维

1,560,000

0.91

10

蔡胜才

1,416,923

0.83

2020 年 9 月 7 日，陈献孟、蒋友安、方建文、方建斌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中
约定的有效期已届满。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蔡胜才为意华集团的董事、总经理，陈献
孟、蒋友安、方建文、方建斌为意华集团的董事，郑巨秀为意华集团的监事；陈献孟持
有意华集团 15.96%的股权，方建斌持有意华集团 15.92%的股权，蒋友安持有意华集团
14.95%的股权，方建文持有意华集团 13.54%的股权，郑巨秀持有意华集团 10.70%的股
权，蔡胜才持有意华集团 5.4045%的股权。方建文、方建斌系兄弟关系，两人合计直接
持有公司 4.53%股权；陈献孟系郑巨秀的姐夫，两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4.09%股份；方
建文系蔡胜才的姐夫，两人合计直接持有 2.91%股权。除上述关联关系以外，公司前十
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相关安排。
（二）后续是否存在增持或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根据公司陈献孟、蒋友安、方建文、方建斌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相
关事项的声明》，公司前十大股东增持或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如下：
股东姓名

增持或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意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无谋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国内外政治经
济及资本市场情况，不排除有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

陈献孟
方建斌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无谋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无谋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蒋友安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无谋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方建文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无谋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无谋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无谋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夏中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国内外政治经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济及资本市场情况，不排除有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无谋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邓克维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国内外政治经
济及资本市场情况，不排除有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
郑巨秀

蔡胜才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无谋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问题 5：请说明你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是否对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你
公司是否会出现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如有，请说明你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充分
提示风险。
【回复】
公司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健全的组织机构，各组织机构的人员及职责明确，并具有规范
的运行制度，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017 年 7 月 13 日，陈献孟、蒋友安、方建文、方建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
充协议》，约定在意华股份上市 3 年后，各方将全力强化意华股份控股股东意华集团董
事会的权利，通过合法程序将意华集团董事会成员人数设定为单数，按照意华集团公司
章程的规定，以董事会过半数同意审议通过所有重大事项。
此外，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后，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
规定，保障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运作及内部控制体系和管理层的运转正常，

保证公司治理及重大决策机制的规范运作。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