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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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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00 以现场方式在公司多功能会议厅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高管人员及部分监事会成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周忾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依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我公司 2019 年度的

财务审计结果， 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9,852,106.04 元，2019 年初未分配利润为-638,528,242.39 元，

期末未分配利润为-720,560,474.83 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并与独立董事就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充分沟通，

独立董事对该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鉴于公司 2019 年度未分配利润

为负，不具备现金分红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 2019 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计委员会 2019 年度履职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听取公司 2019年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关于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新增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的《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新

增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号：临 2020-026）。 

十、逐项审议《关于根据中国证监会再融资新规调整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方案的议案》； 

就公司本次调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董事会逐项审

议如下具体方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周忾、朱威、何敏、姜

春晖回避表决。 

（一）调整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 

调整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采用询价的方式，向不超过 10名（含 10名）

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



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

合法投资者等。 

调整后：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采用询价的方式，向不超过 35名（含 35名）

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

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

合法投资者等。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回避。 

（二）调整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

日为发行期首日。 

根据《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此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90%。

具体发行价格将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按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根据询价情况，与本次发行的独立

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



日为发行期首日。 

根据《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此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80%。

具体发行价格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按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根据询价情况，与本次发行的独立

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回避。 

（三）调整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 

调整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预计不超过 18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

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发行数量不超过上市

公司本次交易前总股本的 20%，即 122,254,209 股（含 122,254,209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最终发行价格为依据，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询价结果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 

调整后：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预计不超过 18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

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发行数量不超过上市

公司本次交易前总股本的 30%，即 183,381,314 股（含 183,381,314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最终发行价格为依据，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询价结果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回避。 

（四）调整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锁定期 

调整前： 

本次交易将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自该等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

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锁定期内，由于上

市公司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

守上述约定。 

调整后： 

本次交易将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自该等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锁定期内，由于上市

公司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

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回避。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的《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中国证监会再融资新

规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公告》（公告号：临 2020-027）。 

十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的《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

告号：临 2020-028）。 



十二、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的《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号：临 2020-029）。 

议案一至十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其中，议案十为特别

决议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特此公告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4 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