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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正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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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会议为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五）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5 月 21 日 10:00。
预计会期 0.5 天。

（六）出席对象
1. 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具体情况详见
下表）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在股权登记日买入证券的投资者享有此权利，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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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登记日卖出证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此权利），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其中，不包含优先股股东，
不包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股份类别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权登记日

普通股

832232

正全股份

2021 年 5 月 17 日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七）会议地点
广东正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年报摘要>》议案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年报摘要>》详见同日刊登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的公告。

（二）审议《关于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董事会工作报告就 2020 年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及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进行
了回顾。

（三）审议《关于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监事会工作报告就 2020 年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对有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四）审议《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89,427.88 元，比上年同期 3,427,678.02
元增加了 33.89%；营业成本 2,202,656.70 元，比上年同期 1,292,055.25 元增
加了 70.48%；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690.31 元，同比上年
-1,416,251.32 元，实现了盈利。

（五）审议《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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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690.31 元，由于公司 2020 年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综合
考虑到公司发展阶段、未来资金需求以及疫情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为保障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资金需求和未来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公司 2020 年
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公司拟定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六）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贷款暨资产抵押》议案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包括合并范围内的子、孙公司及非
营利组织机构）拟向金融机构等贷款方新增申请累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
的贷款授信额度，自本议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内有效，具体事项以公司将与金融机构等贷款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保理融资、固定资产贷款等。公司可在上
述额度内以自有房产——汕头市龙湖区丹阳庄西三区 17 幢（韩江大厦，丽涛大
厦 A、B 幢）1/1901 号房【粤房地权证汕字第 1000212676 号】、车辆等作抵押担
保。
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宇晖先生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
理上述贷款业务内的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七）审议《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为满足广东正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
要 ， 预 计 2021 年 度 公 司 将 与 关 联 方 开 展 业 务 往 来 。 预 计 发 生 金 额 共 计
3,100,000.00 元，其中与公司董事长郑宇晖担任法人的汕头市美食学会预计发
生金额 1,000,000.00 元，与股东王芳控制以及担任法人的公司预计发生金额
1,000,000.00 元，与公司董事长郑宇晖、董事蔡学凯预计发生金额 1,100,000.00
元。

（八）审议《关于续聘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并授权董事会决定支付审计费》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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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开展的 2020 度财务审计工作
安排合理、高效有序、科学规范，并有效实施了信息控制及保密工作，公司对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开展的公司 2020 度审计工作表示肯定和满
意。
公司同意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 2021 的财务审计机构，聘用期限为 1 年，授权公司董事会对 2021 审计费用
作出决定。

（九）审议《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二》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合并报表的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为-13,800,112.76 元，公司实收股本为
19,048,750.00 元，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二。2020 年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690.31 元，同比上年呈较大幅度上升且实现了盈利，
但由于疫情影响，子公司出现较大亏损。
公司为改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进一步提高自身持续经营能力，拟采取以
下措施：
（1）持续加大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开发业务拓展力度，通过公司原有的技术
优势创新业务领域深挖资源，加强与银行的深度合作，推广建行“龙存管”接口
技术服务、在更多的省份部署基于 AI 与区块链技术“社戒社康帮扶监管综合平
台”。
（2）布局美食领域的相关业务，推广已经完成开发的“香梨餐饮+食品智慧
运营系统”，为餐饮企业及食品商家提供一站式智慧化营销解决方案（包括线上
分销、门店收银与内部进销存管理的全线 O2O 营销工具）。
（3）根据现有的软件著作权与经营许可，积极研究区块链技术行业应用，
研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在线拍卖平台“香梨拍拍”，解决传统拍卖行业的一系列
痛点，进一步布局区块链拍卖结合领域的相关业务，将公司的技术积累逐步转化
成营业收入。
（4）依托福瑞者活细胞低温速冻保鲜技术，努力打造以提供速冻加工服务为
核心的食品加工厂，进一步开发高品质与高附加值的冷冻冷藏产品，同时重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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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食材下游方向，加快开拓食材上游渠道，发展食材业务线下合作渠道，通过线
下门店推广产品，加大产品销售力度，提高销售收入。
（5）未来正全股份运营资金出现困难时，实际控制人郑宇晖先生已承诺充
分提供资金支持，以确保公司持续经营。

（十）审议《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专项说
明》议案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20 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有关规定，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做出
了专项说明。

（十一）审议《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专项
说明》议案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有关规定，监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做出
了专项说明。

上述议案不存在特别决议议案；
上述议案不存在累积投票议案；
上述议案不存在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
上述议案存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议案序号为七；
上述议案不存在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上述议案不存在审议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出席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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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持有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
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二）登记时间：202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30-16:30）
（三）登记地点：汕头市长平路丹阳庄西三区 17 幢韩江大厦 1901 室 广东正
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
（一）会议联系方式：1、联系人：李婉华；2、电话：0574-88998318；3、传真：
0754-88998318 转 841；4、邮编：515041
（二）会议费用：会议会期半天，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正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广东正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广东正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