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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 会议时间：2019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14：00 

二、 会议地点：武汉东湖高新区高新四路 6 号烽火科技园 1 号楼 511 会议室 

三、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 会议议程： 

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武汉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五、 公司股东（或受托代理人）投票表决、计票； 

六、 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七、 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 现场会议结束。 

 

 

  



 

 
 

 

会 议 须 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现就会议须知通知如下，望参加本次大会的全体人员遵守。 

一、本次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

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以下简称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董

事会邀请的人员以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场，对于干扰大会秩序、寻

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未经本公司许可，会议期间不得使用录像、录音、照相设备。 

三、大会设会务组，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 

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必须在会议召开前向

大会会务组办理登记签到手续。股东参加本次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

决权等权利，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利，列席代表不享

有上述权利。 

五、本次大会的现场会议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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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

在表决票上表决或多选的，及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视为投票人放

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视同弃权处理，其中未提交的表决票不计

入统计结果。在计票开始后进场的股东不能参加投票表决，在开始现场表决前退

场的股东，退场前请将已领取的表决票交还工作人员。 

六、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其中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

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网络



 

 
 

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结果需合

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现场投票表决完毕后，现场会议结束。

会议会务组将现场投票结果上传至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待上证所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将最终表决结果回传后公告。 

七、本次会议设计票、监票人（会议见证律师、股东代表和监事）进行议案

表决的计票与监票工作。 

 

  



 

 
 

议案一：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武汉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本次增资背景 

2018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拟募集不超过 336,432万元（含）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5G 承载网络系统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00,464 100,464 

下一代光通信核心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81,203  81,203 

烽火锐拓光纤预制棒项目（一期） 89,978 50,000 

下一代宽带接入系统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53,668 53,668 

信息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51,097 51,097 

合计 376,410 336,432 

其中“下一代光通信核心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武汉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思灵”），公司拟以增资的形

式将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飞思灵，用于实施下一代光通信核心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二、本次交易概述 

（一）公司拟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81,203 万元的

资金对飞思灵进行增资。 

（二）飞思灵的股东分别为公司和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邮科院”），武汉邮科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此次交易属于

关联交易。 

（三）按本次增资上限计算，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的 5%，因此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但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关系介绍 

交易对方武汉邮科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关联方。 

2、关联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441439553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210000.00 万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鲁国庆 

成立日期 1998 年 09 月 23 日 

注册地址 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 

经营范围 

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开发产

品的销售；通信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通信工

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主要股东情况：武汉邮科院系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信科”）全资子公司；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中国信科 100%的股

权，为中国信科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武汉邮科院是我国最早从事光通信研究开发的单位，是中国电子信息百强和

软件百强企业，经国家批准的创新型企业，旗下拥有多家上市公司和控股公司，

设立有：“光纤通信技术和网络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光纤通信技术工程研究

中心”、“国家光电子工艺中心（武汉分部）”、“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成果

产业化基地”、“信息产业光通信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亚太电信联盟培训中

心”；已形成覆盖光纤通信、数据通信、无线通信与智能化应用四大产业的发展

格局，是集光电器件、光纤光缆、光通信系统和网络于一体的通信高技术企业。 

（3）武汉邮科院与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武汉邮科院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存在销售或采购商品、提供或接受劳务等交

易及其产生的经营性债权债务往来。除此之外，武汉邮科院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4）武汉邮科院 2017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5,896,644,994.54 元，净资产

17,615,463,902.16 元，营业收入 30,412,746,385.83 元，净利润 1,201,876,179.20



 

 
 

元。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武汉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 武汉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LNU94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27,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何建明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29 日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工业园烽火路光通信产业大楼二楼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及其系统、软件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与销售；集成

电路相关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

术)。 

2、飞思灵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54,237,394.82 533,647,983.68 

负债总额 52,497,948.25 28,855,649.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1,739,446.57 504,792,334.23 

营业收入 37,927,174.51 41,298,985.94 

净利润 -3,052,887.66 -18,804,736.36 

飞思灵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飞思灵现有股东名称、出资额

和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万股） 占比（%） 

1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000 65.45 

2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9,500 34.55 

合计 27,500 100.00 

3、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

（2018）沪第 1739号”《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武汉飞思灵微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涉及的武汉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武汉

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54,497.39万元，比审计后账

面净资产增值 4,323.44 万元，增值率 8.62%。 



 

 
 

4、按增资上限计算，飞思灵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为飞思灵控股股东，

将持有飞思灵 86.13%股权，武汉邮科院持有 13.87%的股权。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金额：公司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81,203

万元的资金向飞思灵进行增资。  

若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终止或最终募集资金金额少于 336,432 万

元（含），公司可以相应调减对飞思灵增资金额或不足部分以自筹资金投入，待

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将签署增资协议，公司的实际出资金额将以增资协议为准。 

2、本次增资，拟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依据进行。

经协商，武汉邮科院放弃本次增资。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布局，提升公司在通信设备

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对飞思灵的持股比例将从 65.45%增长至最高

86.13%，仍为飞思灵控股股东。 

 

 

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