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996                                              公司简称：*ST中新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2021年 5月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特制定

本会议须知。  

一、全体出席人员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

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二、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并认真履

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三、现场参会股东请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提前到大会指定地点凭身份证等核

准股东身份后方可进入会场。 

四、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在出席会议登记日向公司登记。在股东

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言的应向董事会秘书报名，经大会主持人同意，

方可发言。股东的发言应围绕股东大会议案进行，每人发言原则上不超过五分钟。 

五、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投票与现场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参与网络投

票的股东应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网络投票的相关规则。现场大会表决采用记

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在审议议案后，填写表决票进

行投票表决。会议工作人员将现场投票的表决数据上传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

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司将上传的现场投票数据与网络投票数据汇总，统计

出最终表决结果，并回传公司。 

六、董事会聘请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 

七、会议期间请各位股东和来宾保持会场肃静，把手机置于无声档。请自觉

维护公司的商业秘密，未经允许严禁拍照或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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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程 

一、与会人员签到。 

二、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三、通过大会计票人、监票人名单 

四、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6 《关于董事、监事 2020 年度薪酬的议案》 √ 

7 《关于 2021 年度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 

8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10 《关于应收账款核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公司实收资本三

分之一的议案》 

 

12 《关于前期差错更正相关事宜的议案》  

五、会议进行投票表决，填写表决票，同时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 

六、会议暂时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出来后与现场投票结果合

并计算。 

七、计票并宣布会议表决结果。 

八、律师宣读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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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与会董事、会议记录人、列席人员在股东大会决议或会议记

录 

等相应文件上签字。 

十、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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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内容如下 

一、2020年度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公司受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流动资金断链的影响，全年停工停

产，致使 2020 年经营业绩下降。2020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1.32 亿元，同比下降

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1 亿元，亏损同比下降 74%。 

2020 年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计提了减值准备 2.99 亿元，其中新增存货减值

准备 338 万元；新增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2.26 亿元；新增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6764

万元；新增固定资产跌价准备 233 万元。受资金流动性紧张及 2020 年年初以来在

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一直处于停工停产状态，存货周期延长不断延

长，本着谨慎原则和负责态度，公司对存货价值做了合理的减值计提。此外，公司

主要的境外市场——美国，又正处“新冠”疫情的重灾区，很多境外应收账款无法

核实可回收性，本着谨慎原则和负责态度，公司对应收账款做了较大额的计提。以

上是导致公司账面亏损的主要原因，随着公司大股东对公司股权重组的顺利实施，

公司的流动性及产品在市场上将得到恢复，公司运营也将恢复正常，经营亏损将得

到扭转。 

（一）流动资金断链，全年停工停产，导致业绩大幅下降 

公司出现了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形，因关联方未能在承诺期内归还非

经营性占用的资金及利息，公司股票于 2019年 5月 29日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2019 年，因未能及时收回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及利息，公司出现流动

资金断链的局面，全年处于停工停产，致使 2020 年业绩大幅下降。公司敦促有关

关联方尽快履行承诺归还占用资金及利息，以缓解流动资金紧张局面并全面恢复正

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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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内部控制，完善监督检查职能 

公司完善内控制度，强化了内控执行力度。为防止资金占用情形的发生，内审

部门及财务部门密切关注和跟踪关联交易资金往来的情况，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完

善相关制度并加强落实：（1）完善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能，充实专职的内部审计人员，

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行使监督权；完善控制监督的运行程序，制定详细的内部审计计

划和执行内部审计；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

深度和广度；（2）制定《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修订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加强制度执行力度；（3）建立大额资金往来内审部门审批制度，定期核查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4）建立关联方资金支付防火墙制度，在审批决策程序

和手续不齐备的情况下，禁止对关联方支付任何资金；（5）对相关业务部门大额资

金使用动态跟踪分析与研判，对疑似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汇报，督促经营层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针对公司出现的内控缺陷，加强证券法

律法规的学习，法务部组织开展法律法规内部培训工作，增加全体员工的守法合规

意识；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参加监管部门组织的证

券法律法规、最新监管政策和资本运作培训。 

（三）多渠道解决资金问题，以改善经营状况，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及利息。公司董事会积极采取相关

举措，争取尽快收回占用资金及利息，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根据关联方所

出具的《关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情况说明》，关联方承诺将通过一切合法途径筹集

资金，自 2019年 4月 26日起一个月内归还间接占用的资金及利息。控股股东中新

产业集团及实际控制人陈德松、江珍慧一并承诺，如以上款项未如期退还至中新科

技，中新产业集团、陈德松、江珍慧将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弥补关联方间接占用的资

金，切实维护全体投资人的权益。 

经公司董事会积极推动，控股股东中新产业集团和实际控制人陈德松、江珍慧

积极履行股权转让承诺，于 2019年7月30日与邳州经济开发区经发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融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附有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意向协议》，拟

转让公司 155,402,497 股普通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77%），以解决资金占用

事项。因邳州经济开发区经发建设有限公司、江苏融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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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股权转让事项已于 2020年 3月终止。 

目前产业集团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后面将采取股票拍卖的形式获取资金用于偿

还资金占用及其他债务，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关联方的及时还款情况，敦促控股

股东中新产业集团、实际控制人陈德松、江珍慧继续履行以股权转让方式偿还关联

方资金占用款的承诺，争取尽快收回被占用的资金及利息，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

以全面恢复正常经营，改善经营业绩，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全力对接重组投资人，早日实现重组计划，确保公司持续经营。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亏损-1,959,962,892.80 元，自 2020 年

1 月起至今未复工复产。同时，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被列入多起法院执行名单。针

对上述情况，董事会及管理层实施了以下计划：全力对接重组投资人，争取通过资

产重组、债务重组等方式保留上市地位，实现公司的纾困重生。由于公司被大股东

及关联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资金，自 2018 年起遭受了严重的流动性困难，且面

临重大退市风险。基于这种情况，公司于 2020 年 10月改选了董事会、监事会等治

理结构，主要目的即着手推动公司的纾困重组。2021年公司治理层即管理层将全力

对接各方面的重组投资人，以保留上市地位为关键基础，以实现纾困重生为核心目

标，在重组投资人确定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公司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努力通过重

组的方式导入优质资产和朝阳产业，在债务危机、经营危机得到系统解决的前提下，

借以推动公司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公司的持续经营。 

 

二、2020年度董事会日常工作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2020 年度，公司董事会召开了十次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了三次会议，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全体董事均以现场参会或通讯表决形式参加了各次董事会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

议。会议期间，全体董事认真审阅各项议案及相关资料，勤勉尽责，并结合自身的

专业特长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判断，认真地履行了董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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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20年度，公司召开了四次股东大会，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完成了授

信融资、对全资子公司进行担保等各项工作，执行情况良好。 

（三）信息披露工作 

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有关

规定，监控全公司治理情况，严格履行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2020年度董事会共计

完成了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等近 100份公告和备案辅助文件。 

（四）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董事会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与各级监管部门保持通畅的沟通，

通过电话、邮件、上证 E互动等渠道与广大投资者保持沟通联系，保持与资本市场

的有效衔接，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公众形象。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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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0 年度，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全体成

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要求，勤勉尽责，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关联交易、

对外投资、财务状况等重大事项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日常履职情况进行监

督，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现就监事会 2020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监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了 4次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审议通过的主要事项 

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 

2020 年 4 月

29日 

审议通过：1.《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正文的议案》；2.《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3.《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5.《关于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6.《公司 2019年度内控制度评价报告》；7.《监事会

对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和非标准无保留内控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意

见》；8.《关于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的议案》 

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2020 年 8 月

27日 
审议通过：1.《关于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正文》 

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2020 年 9 月

29日 

审议通过：1.《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第四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 

2020年 10月

17日 
审议通过：1.《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 

2020年 10月

28日 
审议通过：1.《关于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的议案》。 

二、监事会对报告期内有关情况的审核意见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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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监事列席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并依法对董事会、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审议、决策程序、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履职等情况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和要求，依法规范运作，严格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和授权事项；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忠实履行诚信义务，勤勉尽责，未发现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有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2.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监事会对 2020 年度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了监督、检查，众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审计

意见的审计报告和非标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监事会发表意见如

下：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

2020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内部控制情况。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及

事项的专项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监事会同意董事会的专项说明。监事会将

持续关注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处理进展，督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消除相关事项

的不利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3.内部控制情况 

监事会认真审阅了《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众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我们认

为，《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审计机构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监事会对此无异议；在实际运营中，公

司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

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也未能有效执行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内部审计部门未能起

到有效的监督与防范的作用，致使未预防和及时监控发现违规担保和关联方资金

占用情形的发生，且截至本报告日，上述事项尚未解除；我们要求公司加强内部

审计工作，切实执行好公司内部控制体系，防止违规事件的再次发生。 

4.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监事会对 2020 年度公司收购、出售资产等事项进行了核查，报告期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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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需监事会发表意见的收购、出售资产事项。 

5.关联交易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 2020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监督和核查。我们认为报告

期内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也不会因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6.内幕知情人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定期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进行检查，对重大事项信

息披露情况进行监督。公司能严格按照已有规定执行，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备

案登记，《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良好，未发生违规现象。 

2020 年度，监事会将将持续关注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处理进展，督促公司

董事会和管理层消除相关事项的不利影响，督促关联方尽快违规担保事项和资金

占用事项，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将依法对董事会和高级管

理人员日常履职进行监督，积极列席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及时检查公司财务

状况，监督重大决策事项及其履行程序的合法、合规性，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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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公司已经编制完成《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具体请见附件。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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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20 年度公司合并范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90，839，839.05 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2，897，412，408.67 元。 

2021年度，基于 2020年度业绩亏损的实际，公司董事会从多方面考虑，2020

年度公司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020 年度

未分配利润累计滚存至下一年度。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目前公

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和现金流状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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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确认，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度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

审计服务费用为 90 万元（不含差旅费），为公司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用为 30

万元（不含差旅费）。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在担任公司审

计机构期间，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审计工作。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公司拟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审计费用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其全年工作量情况协商确定。该事项得到

了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事先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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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监事 2020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2020年度董事、监事的薪酬方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2020年度薪酬

（万元） 

备注 

陈德松 
董事长、总

经理 
165.11  

江珍慧 董事 55.11  

朱彬彬 董事  集团领薪 

林  玲 董事 37.20  

项振华 独立董事  自愿放弃 

陈建远 独立董事  自愿放弃 

任增辉 独立董事  自愿放弃 

吴诚祥 监事会主席 17.02  

杨  晓 监事  集团领薪 

陈维建 职工监事 13.36  

陈雪丽 监事  集团领薪 

杨少华 独立董事  自愿放弃 

龙湖川 独立董事  自愿放弃 

牛卓 独立董事  自愿放弃 

梁振文 独立董事  自愿放弃 

董伯儒 独立董事  自愿放弃 

合  计 -- 287.80  

注：公司独立董事自愿放弃 2020 年度的独立董事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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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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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 2021 年度经营计划及财务状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和其他

金融机构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融资授信额度最终

以实际审批的金额为准。  

在上述最高综合融资授信额度内，自 2021年 6月 1日至 2022年 5月 31日内

签署的融资和抵押、质押相关合同文件均有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以以自有资

产抵押、质押办理融资，最高额抵押、质押债权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该最高

额债权限额以抵押物、质押物的评估价值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生产经营的实

际资金需求而定，超过该额度范围的授信及融资，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代表公司签署前述相关法律文件。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议案八：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中新国际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国际电子”）经

营发展的资金需求，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新科

技集团”）拟为中新国际电子提供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的融资担保，担保

期限为自 2021年 6 月 1日至 2022年 5月 31 日。在融资担保额度之内，授权董事

长或总经理签署协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中新国际电子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 618-2号 

法定代表人：江珍慧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电子器械和器材，仪器、仪表的

研发、制造、销售；各类技术推广应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利用互联网销售

法律法规允许的商品；商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新国际电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中新国

际电子资产总额 132,784,407.97 元、净资产-159,380,556.43元。2020 年度，该

公司实现净利润-82,024,141.72 元、营业收入 6,210,851.33 元、营业利润 

-82,625,850.75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中新国际电子公司是中新科技集团的主要成员企业，是中新科技集团创新发

展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通讯产品的主要载体。创立以来，中新国际电子

不断加大技改投入、增添先进设备，引进创新人才、持续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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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新科技集团对中新国际电子制定的 2021年度经营规划，2021年度需要

中新科技集团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中新科技集团为中新国际电子提供担保是为

了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符合公司

整体发展战略。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议案九：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会计制度的规定，为真实、

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基于谨慎性原则，结合公司运营实际，公司

对 2020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及减值测试，拟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部分

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总额为 298,963,493.44元。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0 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具体情况 

1.本期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值准备 225,612,288.13元。2020年度应收账款科

目期末数为 354,606,692.62 元 

2020年，无新增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本期计提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67,642,482.32元。 

2020年度其他应收款科目期末数为 1,063,270,522.05 元。其中主要为关联方

期末占用资金余额 102,933.21万元，该项金额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5，186.37万元。 

关联方资产占用于 2019年全额计提，且对资金占用的 503,72.97 万元于 2019

年进行追溯调整。 

3.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380,780.41 元。 

（1）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123,902.26 元； 

（2）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256,878.15 元。 

4.本期计提固定资产跌价准备 2,327,942.58 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98,963,493.44 元，使公司 2020 年度利润总额减少

298,963,493.44 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会计制度的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0 年度的资

产状况和整体经营情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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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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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应收账款核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与客户的赔偿协议，核销本年度应收账款 6.6 亿，核销

上年度应收账款 2463.67 万元，并对剩余应收账款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具体核

销的明细如下：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安徽中讯通电子有限公司 3,142,379.00   

ARGOS LIMITED 396,148.29   

SKYMEDIA CO.. LTD 725,842.95  

QBELL TECHNOLOGY SRL 4,119,930.59  

BLUSENS TECHNOLOGY SLU 6,108,398.14  

Speed Technology Co., LTD. 772,618.97  

Kangjin  Technology Co..Ltd 7,351,048.14  

Selekt Bilgisayar leti im 2,553,394.56  

Seleco 2,235,479.99  

AMW LATIN AMERICA INC 2,858,789.41  

QBELL TECHNOLOGY SRL 14,987,215.88  

CURTIS INTERNATIONAL LIMITED  46,111,581.29  

SCEPTRE INC  225,282,897.35  

Haier international(HK) LIMITED  143,288,130.62  

Haier America Trading LLC  123,488,127.89  

TCL Operations Polska Sp. z o.o. 15,039,095.51  

AYONZ 20,542,903.22  

TEMPO (Aust) Pty Limited 14,663,712.20  

Hongyi Holding Group（HK) Co.，Limited 168,366.52  

VIMPORT D.O.O 131,477.98  

Sky Electronics Pvt.Ltd. 1,230,422.06  

Sunrise Holdings （H.K.） Ltd 427,702.77  

Empire Electronic Corporation 1,421,057.48  

青岛海尔多媒体有限公司 18,369,400.96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51,149.64   

EMDOOR DIGITAL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8,030,105.63  

北京金飞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188,253.90  

王文波   2,467,984.79  

沈阳东盛电子有限公司   6,244,592.98  

肖军   12,735,9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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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合计 663,697,377.04 24,636,747.83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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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一：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未弥补的亏损金额超过公司实收资本金额

1/3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报告期内，公司未弥补的亏损金额 -2,592,500,374.50 元，实收资本

300,150,000.00 元。公司未弥补亏损已经超过公司实收资本的 1/3，根据《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已提请董事会进行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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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二：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差错更正相关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在进行 2020 年度报告过程中，将重大调整事项中涉及的前期差错部分

进行了更正，具体更正信息如下：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

间报表项目名称 

截止 2019年 12月 31

日对未分配利润的累计

影响数 应收账款核销调整及相关坏

账账准备 
董事会决议 

应收账款、主营业务收

入、坏账准备、信用减

值损失 

-30,104,044.97 

对资金占用进行全额计提坏

账 

董事会决议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信用减值损失 

-503,729,669.17 

违规担保实际在 2019 年发

生，补提预计负债，并全额

计提坏账 

董事会决议 

其他应收款、预计负债、

坏账准备、信用减值损

失 

-81,590,300.00 

固定资产减值 董事会决议 
固定资产减值、资产减

值损失 
-78,111,162.89 

对以前年度多收的运输费、

报关费等进行结算 
董事会决议 预收款项、营业外收入 16,347,079.43 

应付账款中因诉讼未按时履

行产生的逾期利息 
董事会决议 应付账款、营业外支出 -10,759,099.55 

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董事会决议 存货、资产减值损失 -27,410,647.54 

质押存货账务处理 董事会决议 

存货、应收账款、营业

收入、应付账款、营业

成本 

-5,058,757.10 

合计   -720,416,601.79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