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870

证券简称：ST 厦华

公告编码：临 2020-028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投资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之回复的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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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下发的《关于对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投资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 0736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的有关意见和要求，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华电子”或
“公司”、“上市公司”）会同相关各方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现就相关问题回
复如下：
一、公司主要业务为农产品贸易等，此前未有生物技术领域相关业务、资质和
经验，本次拟跨行业投资生物技术相关业务，拟出资金额约 510 万元，约占一季度
账面净资产的 62%，约占一季度账面资金余额的 20%。请公司补充披露：
（1）是否具
备足够能力和资源对合资公司进行有效控制和运营，以及相关保障措施；（2）结合
近年来业绩情况和战略规划，说明拟大额资金出资用于跨行业业务的主要考虑。
【回复】
（一）是否具备足够能力和资源对合资公司进行有效控制和运营，以及相关保
障措施；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 2,575 万元（其中母公司货币资
金余额 2,428 万元），公司有能力以自有货币资金 510 万元进行出资。
公司目前尚无生物行业的专业人员，但鉴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均
具有丰富的投资及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未来公司将根据需求及时招聘相关人员，以
增强上市公司的储备，进一步提升管理能力。同时，公司将对合资公司的公司治理
结构做进一步的完善，通过对股东会、董事会及经理层的合理安排，以保障能对合
资公司进行有效控制和运营。并拟于章程中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经理的职权和决
策程序。具体如下：
合资公司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

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
项；
3、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4、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
5、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6、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7、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8 、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9、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10、修改公司章程；
11、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
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合资公司董事会成员 5 名，上市公司委派 3 名，汉义生物委派 2 名，董事长及
法定代表人由上市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对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3、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4、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5、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6、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7、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8、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9、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
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
10、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11、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合资公司设监事一名，由上市公司委派。
合资公司设经理一名，由汉义生物提名，董事会聘任。经理在董事会领导下开
展工作。
合资公司成立后，明确合资公司对外投资、采购和出售重大资产和与关联方交
易的决策程序。合资公司对外投资、采购和出售重大资产或与关联方交易需由董事
会决策，若构成重大事项，则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合资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结合近年来业绩情况和战略规划，说明拟大额资金出资用于跨行业业务
的主要考虑。
鉴于公司销售的欧洲进口冻肉和湖北洪湖水产品，受欧洲和国内新冠疫情影响，
供应商向公司供货受到影响，而由于疫情的影响程度及持续时间不确定，导致现有
业务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了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公司需寻找新的合作伙
伴以拓展新的业务，而汉义生物是一家生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为主的
公司，其研究的产品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随着应用领域不断开拓，预计未来将有
较强的市场需求，可为上市公司业务拓展带来一定的契机，故上市公司拟与汉义生
物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共同拓展相关业务。
二、公告未披露拟设立合资公司的具体安排，且尚未约定具体的出资时间。请
公司补充披露：（1）拟设立合资公司的具体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资金到位
时间、具体业务规划、人员安排；（2）结合宏观环境、国家政策、经营环境、市场
竞争等，对开展新业务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一）拟设立合资公司的具体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资金到位时间、具
体业务规划、人员安排；
1、合资公司设立时间、出资方式、资金来源、资金到位时间
合资公司预计将于 2020 年 7 月设立，公司与汉义生物均以自有资金以货币方式
出资，并根据合资公司的业务开展和资金需求情况，在合资公司章程规定的时间内，
同步同比例向合资公司缴纳出资。
2、具体业务规划

前期主要拟以销售化妆品、日用品、食品添加剂等业务及代理知识产权转让业
务为主。
3、人员安排
（1）合资公司董事会成员 5 名，上市公司委派 3 名，汉义生物委派 2 名，上市
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
（2）合资公司监事 1 人，由上市公司委派；
（3）合资公司总经理，由汉义生物提名，董事会聘任；
（4）合资公司财务负责人，由上市公司提名，董事会聘任；
（5）合资公司成立初期，公司与汉义生物将根据合资公司的经营需求给予专业
人员的支持，后续合资公司总经理将根据经营发展需要招聘相关专业人才，共同推
进合资公司的经营发展。
（二）结合宏观环境、国家政策、经营环境、市场竞争等，对开展新业务存在
的重大不确定性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鉴于公司与汉义生物拟开展的新业务仅为初步合作阶段，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
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以下风险：
1、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与汉义生物拟开展的业务涉及新兴产业的产业要素，如果国家宏观经济情
况出现较大波动，将会影响整个行业发展，从而对合资公司未来的运营产生不利影
响。
2、国家政策变动风险
国家对合资公司拟经营的业务所涉及的行业有严格的监管规定，相关事项需提
前报批获得相应许可。若未来国家政策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则可能对合资公司的
业务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3、经营环境风险
未来合资公司拟开展的业务需要有持续的资金投入及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育，
且后续市场拓展是否顺利，都将对合资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经营目标能
否达成，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4、市场竞争风险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在该领域进行布局，未来业务的拓展将面临激烈的市场
竞争，对合资公司未来的业务开展带来不确定性。

三、公开资料显示，汉义生物的股东穿透到自然人层面为张可、程喜。根据公
司公布的信息，程喜自 2019 年 3 季度以后，成为前十大股东，截止今年 1 季末，持
有上市公司 1315.15 万股。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上述自然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的情况；（2）本次与汉义生物的合作，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协议安
排或重大事项；（3）本次合作的筹划时间，自查上市公司董监高、交易对方及其关
联方近期股票买卖情况，并向本所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进行交易核查。
【回复】
（一）上述自然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1、经书面确认，自 2020 年 6 月 16 日披露拟成立合资公司相关公告之日起前 6
个月内，张可未有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且截止 2020 年 6 月 15 日，张可亦无
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2、经查询，程喜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持有公司股票 11,762,148 股，成为上
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持有公司股票 11,267,148 股；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持有公司股票 13,151,523 股。经书面确认，程喜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
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期间卖出了所持的全部股份，截止 2020 年 6 月 15 日不再持有
上市公司股票。
（二）本次与汉义生物的合作，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协议安排或重
大事项；
经与大股东及交易对方核实，上市公司本次与汉义生物的合作，不存在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协议安排或重大事项。
（三）本次合作的筹划时间，自查上市公司董监高、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近期
股票买卖情况，并向本所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进行交易核查。
本次合作的开始筹划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6 日。自 2020 年 6 月 16 日披露相关
公告之日起前 6 个月内，除程喜、王晓波外，上市公司董监高、交易对方及其关联
方的其他人员均未有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如下：
姓名
程喜

买卖日期
2020-04-21
至
2020-04-30

买入/卖出

买卖股份数

单价（元）

金额（元）

卖出

1315 万

2.67-2.86

3682 万

姓名
王晓波

买卖日期
2020-01-21

买入/卖出
买入

买卖股份数
11800

单价（元）
3.08

金额（元）
36344.00

王晓波

2020-06-03

卖出

11800

3.14

37052.00

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将本次成立合资公司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报送
给交易所。
四、本次对外投资合作方为汉义生物，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注册
资本为 100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近 2 年汉义生物的经营状况和主要财务数
据；（2）汉义生物的主要股东和管理层，相关人员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其他关系；
（3）结合汉义生物团队核心成员，说明其是否具备足够的专业技术能力、
行业资源经验等与公司开展合作；（4）汉义生物与公司合作是否具有长期性、排他
性，合资公司运营是否稳定，是否存在无法成立和无法持续经营的风险。
【回复】
（一）近 2 年汉义生物的经营状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经营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汉义生物是一家以生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为主的公司，同时也着
力于解决所研究的主要材料在众多领域的应用技术开发，除药品外还包括食品保健
品、日化产品、新材料等方面。如雾化技术、粉雾技术以及透皮给药技术的开发，
以拓展相关材料的应用场景。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末比 2018
年末增减（%）

总资产

93,112,151.23

13,873,957.46

571.13

净资产

5,616,495.76

-51,710,288.36

不适用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比 2018 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5,741,795.35

2,701,607.08

3,073.73

净利润

57,326,784.12

-25,453,981.08

不适用

2018 年度收入主要来源于化妆品的销售；2019 年度收入主要来源于专利转让，
技术开发，设备销售，技术服务等，专利转让收入主要是从 2019 年度开始形成的。
（二）汉义生物的主要股东和管理层，相关人员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其他关系；
汉义生物的主要股东系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汉义生物 100%股权；汉义
生物的执行董事兼经理为谭昕、监事为焦永财。
经核实，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谭昕及焦永财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
（三）结合汉义生物团队核心成员，说明其是否具备足够的专业技术能力、行
业资源经验等与公司开展合作；
汉义生物核心团队成员由首席科学家王曙宾，项目总监孙武兴，植化助理专家
刘超，食品保健品总监郭珊珊，项目管理部总监蓝蓝，知识产权部总监金倩，日化
品部经理朱芳莲组成。其中，首席科学家王曙宾长期从事中药物质基础、质量标准、
中药新剂型以及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植化总监孙武兴具有多年药品研发经验、
药企主持研发管理经验、生产管理经验，熟悉 cGMP 的管理要求和 GMP 车间的规划设
计要求；植化助理专家刘超具有多年行业经验，主要从事中草药活性成分的发现及
常用中药的质量控制研究；项目管理部总监蓝蓝，在临床医学、社会医学及事业管
理、项目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知识产权部总监金倩，拥有多年企业知识产
权管理经验，熟悉国内外知识产权制度与相关法规。擅长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分析与
策划，专利挖掘与布局，同时在知识产权领域，拥有丰富的管理及实操经验。日化
品部经理朱芳莲拥有多年化妆品研发及管理工作经验，熟悉产品管理、产品开发及
产品定位等。食品保健品总监郭珊珊具有多年食品、保健食品、新药研发的工作经
验。
鉴于本次合作前期主要是拟开展销售化妆品、日用品、食品添加剂等业务及代
理知识产权转让业务。基于前述分析，公司认为汉义生物团队核心成员具备的专业
技术能力、行业资源经验等足以和公司开展合作。
（四）汉义生物与公司合作是否具有长期性、排他性，合资公司运营是否稳定，
是否存在无法成立和无法持续经营的风险。
汉义生物与上市公司的合资公司将根据工商注册登记年限合法经营，长期存续。
公司与汉义生物将积极配合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确保其稳定经营。

本次合作无排他性安排，经了解，汉义生物有与包括但不限于德展大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等公司进行相关合作。
稳定的经营是合作双方的共同意愿，考虑到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该合作
可能存在合作推迟和无法持续经营的风险。
五、根据公告，本次对外投资属于总经理的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跨界投资的决策程序和依据，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2）本次跨界投资决策未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是否审慎、合规。
【回复】
（一）本次跨界投资的决策程序和依据，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根据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关于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总经理决策权
限管理制度的议案》第六条（二）相关规定，公司发生的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
债务和费用）的绝对金额在 2000 万元以下的对外投资事项由总经理决定，由于本次
对外投资项目总金额为 1000 万元，公司实际承担的出资义务为 510 万元，因此本次
对外投资属于总经理的审批权限。公司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拟与汉义生物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事项。并经总经理批准，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与汉义生物签署了《共同投资设立公司之合作协议》。本次对外投资已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
（二）本次跨界投资决策未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是否审慎、合规。
此次与汉义生物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前期主要从事销售化妆品、日用品、食品
添加剂等业务及代理知识产权转让业务，仍以贸易相关业务为主；基于此，公司秉
承着审慎的态度对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按照公司相关管理制度规定的权限履行了审议
程序，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六、2019 年年报显示，公司年末归母净资产约为 1045 万元，归母净利润约为 188
万元，公司经营业绩不佳。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票存在被
司法拍卖或强制平仓等情形。请公司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0,447,729.89 元，
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78,727.12 元，且 2020 年第一季度相关

情况仍未好转，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不佳。同时，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收到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通知（（2020）京 03 执 123 号），其拟对控股股东赣州鑫域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王玲玲所持公司 80054109 股股票
进行处置，并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在淘宝网上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如本次拍卖完成，
将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且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6 日收到控股
股东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通知，其收到了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20）黔 01 执 361 号】，因与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股票回购合同纠纷一案，相关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所持公司 16433333 股股份存在被处置的风险。
鉴于前述情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的风险，且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票若被司法拍卖完成或强制平仓，将导致公
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将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和投资者利益
造成一定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以上为回复函全部内容，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