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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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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A股股票于2019年3月

4日、2019年3月5日、2019年3月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本公司自查并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征询，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A股股票从2018年10月18日至2019年3月6日，股票收盘价格从3.79元/股上

涨至36.81元/股，公司市值从47.60亿元上涨至462.33亿元，涨幅达871%；从2019年1月2

日至2019年3月6日，股票收盘价格从12.62元/股上涨至36.81元/股，公司市值从158.51

亿元上涨至462.33亿元，涨幅达192%。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持续涨幅较大，公司市盈率显

著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截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无与5G通信网络建设相

关的营业收入。 公司当前股票价格与基本面相比较风险较大，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充

分关注公司风险提示，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A股股票于2019年3月4日、2019年3月5日、2019年3月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目前生产

经营状况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征询，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

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市盈率显著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截至2019年3月6日，本公司静态市盈率为391.12（数据来自同花顺IfinD），根据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显示公司所处的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市盈率为34.51，公司市盈率显著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数据中，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占比分别为2015年

32.75%，2016年52.75%，2017年30.21%，2018年1-3季度59.35%，占比较大；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2015年11,419.62万元，2016年4,

329.38万元，2017年8,249.49万元，2018年1-3季度3,117.74万元。

（三）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数据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015

年-1,080.67万元，2016年-5,856.77万元，2017年-6,862.09万元，2018年1-3季度

-29,894.60万元。

附：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1-3季度

营业收入 3,565,925,468.23 1,980,288,987.42 2,437,285,614.69 1,561,738,00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69,799,041.36 91,625,023.65 118,208,655.39 76,701,67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4,196,160.16 43,293,767.67 82,494,861.10 31,177,411.0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806,712.79 -58,567,690.44 -68,620,898.01 -298,945,977.18

（四）截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无与5G通信网络建设相关的营业收入

根据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企业网和信息安全产业、智能自助

设备产业、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与运营产业和其他产业等。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企业网与信息安全产业2017年的营业收入占比为13%，该产业主要产品为

PDT与TETRA制式专网通信产品，截至目前，该产业与5G通信网络建设没有关联；

2、公司智能自助设备产业2017年的营业收入占比为36%，该产业主要产品为现金

类、非现金类自助设备及软件服务，截至目前，该产业与5G通信网络建设没有关联；

3、公司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与运营产业2017年的营业收入占比为22%，该产业主要

产品为4G等运营商商用网络通信工程服务及运营服务，截至目前，该产业无与5G通信

网络建设相关的营业收入；

4、公司其他产业2017年的营业收入占比为29%，该产业主要为制造服务产业与园

区服务租赁业务等，截至目前，该产业与5G通信网络建设没有关联。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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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预留股票

登记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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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19年3月5日。

●限制性股票数量：1,315.6万股。

2019年3月5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预留股票工作（以下

简称“本次授予” ）已实施完成，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授予情况

（一）实际授予情况

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期授予方案实施预留授予的议案》， 确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日为2019年2月1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

法律意见书》。

公司本次授予情况如下：

本次授予的授予日为2019年2月1日，授予数量为1,315.6万股；授予人数为193人，较2019年1月30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确定的授予对象数量存在差异，主要是部分激励对象由于资金筹集不足等原因

放弃认购；授予价格为3.79元人民币/股；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二）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激励对象 人数

人均授予股数

（万股）

授予总股数

（万股）

公司核心管理人才及专业人才 193 6.8 1,315.6

二、本次授予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1. 本次授予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获授之日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有

效期为60个月。

2.限制性股票自获授之日起24个月内为限售期。在限售期内，限制性股票予以限售，不得转让、不得用

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3.限制性股票在获授之日起满24个月后分三期解锁，每期解锁的比例分别为40%、30%和30%，依据

激励对象所在单位的经营业绩和激励对象价值贡献确定解锁当年业绩贡献匹配档次，据此差异化确定当

期解锁比例。 具体解锁安排如下：

1)� 第一个解锁期，自获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获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解锁数量占获授数量的40%；

2)�第二个解锁期，自获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获授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日止，解锁数量占获授数量的30%；

3)� 第三个解锁期，自获授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获授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解锁数量占获授数量的30%。

三、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2月18日出具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1900169号），验证截至2019年2月17日，公司指定账户已收到193位授

予对象认购13,156,000股所缴付的资金合计人民币49,861,240.00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13,156,

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36,705,240.00元。

四、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授予的13,156,000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9年3月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完成登记，并取得其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授予完成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831,215,292 13,156,000 9,844,371,29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196,596,395 0 21,196,596,395

普通股股份总数 31,027,811,687 13,156,000 31,040,967,687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限制性股票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

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

可解锁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对预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最佳估计，并按

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经测算，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成本合计为2,003万元人民币，2019年-2023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

情况见下表：

摊销总费用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03 689 751 383 167 13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受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的估计与授予日公允

价值及其他假设估计的预测性影响，目前预计的限制性股票成本总额与实际成本总额会存在差异。 实际

成本应根据授予日公允价值、预计员工考核达标率和离职率等参数确定，应以公司出具的经审计年度财

务报表为准。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毕马威华振验字第1900169号）。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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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管理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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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6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签署资产管理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天津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华润” ）、山东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润” ）签署《资产管理协议》。 现就该事项公告如下：

一、协议方基本情况

1、天津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注册号：91120116754813198A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黄欣

成立日期：2003年10月22日

住所：天津市开发区洞庭路2号11层B室

经营范围：食品销售(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初级农产品销售及收购(不含粮食、棉花的收购);日用百货、厨房用品、卫生间用

品、日用杂品、卫生用品(个人用品)、文教体育用品、化妆品、五金交电、家电、纺织品、服装鞋帽、床上用品、宠物食品及用品、玩具、通

讯器材、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钟表、眼镜、体育器材、电子产品、家具及室

内装饰材料、灯具的批发兼零售;保健食品(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医疗器械(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无线电产品零售、佣金代理

(拍卖除外);珠宝、金、银制品的加工、零售;鲜花、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销售;汽车用品、零配件零售等。

2、山东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注册号：91370103562509853G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彬

成立日期：2010年8月26日

住所：济南市市中区刘长山路与济微路交叉口大众广场

经营范围：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小包装食盐、畜牧盐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现场制售;国内版

图书、期刊、音像制品零售;在本店内零售卷烟、雪茄烟(以上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初级农产品、避孕套、避孕帽、日用百货、服

装鞋帽、纺织品、五金交电、家具、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花卉、办公用品及设备、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文具体育用品及器

材、化妆品批发、零售及相关产品售后维修服务等。

二、协议主要内容

天津华润将山东华润下属正在经营的七家门店（济南2家、青岛3家、淄博1家、烟台1家）及山东华润为支持该七家门店的日常经

营业务相关必要的管理权整体委托公司经营管理，公司在托管期内按协议约定享有对山东华润正在经营七家门店的经营权、资产管

理权、人事聘用及任免权，包括门店的设备设施管理、供应链管理、商品管理、销售管理、员工管理等与超市门店经营事务相关事项。

三、托管期限

各方同意，本协议项下托管期为十年，自托管交接日起算。

四、托管交接日

托管交接日以托管交接实际日期为准，并以各方书面确认为准。

五、托管费用

托管费用根据托管门店的实际经营情况按照协议相关约定进行计算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

六、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均应承担相应违约责

任，并赔偿其他各方由此造成的损失。

七、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合同章后生效。

八、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托管涉及的山东华润下属正在经营的七家门店的经营情况不纳入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 对公司经营和业绩不构成重大影

响。 本次托管事项亦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情形。

本协议的签署，有利于与公司现有业务协同发展，整合区域内的资源、供应链优势，提升七家门店的供应链效率和营运能力；同

时，有利于公司扩大供应链规模，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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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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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关注到近日有关媒体发布的关于浪潮集团将组合浪潮云业务上市的报道，

经核实，浪潮云为公司控股股东浪潮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不持有浪潮云股权，且与

其从事的业务、细分行业均不相同。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2019年

3月4日、3月5日及3月6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

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2019年3月4日、3月5日及3月6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书面询证，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

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除风险提示中以外的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

的重大事件。

(四)�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关注到近日有关媒体发布的关于浪潮集团将组合浪潮云业务上市的报道，经

核实，浪潮云为公司控股股东浪潮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不持有浪潮云股权，且与其

从事的业务、细分行业均不相同。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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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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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3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9777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6,548,6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596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董红林女士主持。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李彦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6,542,519 99.9989 6,100 0.0011 0 0

1.02议案名称：选举贾庆文先生为公司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6,542,519 99.9989 6,100 0.0011 0 0

2.00议案名称: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姜国栋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6,542,519 99.9989 6,100 0.0011 0 0

2.02议案名称：选举韩源泉先生为公司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6,542,519 99.9989 6,100 0.0011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00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

案

-- -- -- -- -- --

1.01

李彦勇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

81,803,319 99.9925 6,100 0.0075 0 0

1.02

选举贾庆文先生为公司

董事

81,803,319 99.9925 6,100 0.0075 0 0

2.00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

案

-- -- -- -- -- --

2.01

姜国栋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监事

81,803,319 99.9925 6,100 0.0075 0 0

2.02

选举韩源泉先生为公司

监事

81,803,319 99.9925 6,100 0.0075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

律师：齐姣、陈晓彤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关于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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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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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3月1日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

3月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董事5名，同时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董红林女士主持，经参会董事审议表决，会议全票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因公司董事变更，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调整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具体为：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董红林，委

员：贾庆文、马涛；提名委员会召集人：马涛，委员：董红林、朱南军。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不变。

二、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由公司总经理张全立先生提名，聘任尹炜先生、周洪

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忠武先生、邵照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任期至本届高级管理人员届满，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马涛、朱南军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聘任的高管人员的提名、聘任

程序、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

本次聘任的高管人员的工作经历、教育背景等符合其工作岗位的要求，能够履行岗位职责。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7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尹炜，男，汉族，1973年8月出生，山东淄博人，中共党员，硕士，曾任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和

谐广场总经理、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

周洪波，男，汉族，1973年11月出生，山东菏泽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工程师，曾任重庆鲁商地产有限公

司总经理、临沂鲁商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鲁商置业泰安城市公司总经理。

王忠武，男，汉族，1974年8月出生，山东滨州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工程师，曾任济宁鲁商置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菏泽鲁商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鲁商置业青岛城市公司总经理。

邵照玮，男，汉族，1980年5月出生，山东嘉祥人，中共党员，本科，曾任青岛鲁商地产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青岛鲁商惜福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鲁商置业青岛城市公司副总经理兼青岛鲁商置地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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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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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年3月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并于2019年3月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监事共同推举，会议由监事韩源泉先生主持，会议全票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

举韩源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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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

GMP

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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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获悉，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白云山天

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天心药业”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

GMP证书》。 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GMP证书相关情况

企业名称：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808号

认证范围：粉针剂（头孢菌素类）

有效期至：2024年02月29日

证书编号：GD20190965

二、GMP证书所涉及的生产线情况

天心药业本次《药品 GMP�证书》认证范围为粉针剂（头孢菌素类）生产线。 由于

生产线到期认证，没有进行硬件改造，因此没有费用投入。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生产线名称 设计产能 代表产品

1 粉针剂生产线（头孢菌素类） 9680万瓶/年

注射用头孢拉定、注射用头孢他啶、注射用头孢呋辛

钠

三、主要产品的市场状况

序

号

产品名称 规格 治疗领域/功能主治

其他主要国内生产

企业

市场同类产品情况

1 注射用头孢拉定 500mg、1g

抗感染药物/适用于敏感菌

所致的急性咽炎、扁桃体炎、

中耳炎、 支气管炎和肺炎等

呼吸道感染、 泌尿生殖道感

染及皮肤软组织感染等。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

公司、苏州二叶制药

有限公司、上海上药

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等企业

2017年,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射用

头孢拉定（500mg,1g）、湖

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注射用

头孢拉定（500mg,1g）、苏

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的注射

用头孢拉定（1g）在城市及

县级以上公立医院的销售收

入分别为330万元、309万元

和112万元。 2017年天心药

业的注射用头孢拉定销售收

入为2,635万元。

2 注射用头孢他啶

500mg、

750mg、

1g、1.5g、

2g、3g

抗感染药物/用于敏感革兰

阴性杆菌所致的败血症、下

呼吸道感染、 腹腔和胆道感

染、 复杂性尿路感染和严重

皮肤软组织感染等。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

有限公司、国药集团

致君(深圳)制药有限

公司、深圳立健药业

有限公司、哈药集团

制药总厂等企业

2017年，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

有限公司的注射用头孢他啶

（500mg,750mg，1g，1.5g，

2g）、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

药有限公司的注射用头孢他

啶（500mg，1g，1.5g）、深圳

立健药业有限公司的注射用

头孢他啶（1g）在城市及县

级以上公立医院的销售收入

分别为363,137万元、 8,715

万元和2,179万元。 2017年

天心药业的注射用头孢他啶

销售收入为5,755万元。

3

注射用头孢呋辛

钠

250mg、

500mg、

750mg、

1g、1.5g、

2g、3g

抗感染药物/用于敏感菌所

致的急、慢性支气管炎、感染

性支气管扩张症、 细菌性肺

炎、 肺腺肿和术后胸腔感染

等呼吸道感染和鼻窦炎、扁

桃腺炎、咽炎等耳、鼻、喉科

感染。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

（石家庄） 有限公

司、瑞阳制药有限公

司、深圳立健药业有

限公司等企业

2017年，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

（石家庄） 有限公司的注射

用头孢呋辛钠（1.5g）、瑞阳

制药有限公司的注射用头孢

呋辛钠（2g）、深圳立健药业

有限公司的注射用头孢呋辛

钠（750mg，1.5g）在城市及

县级以上公立医院的销售收

入分别为3,748万元、3,910

万元和29,326万元。 2017年

天心药业的注射用头孢呋辛

钠销售收入为9,278万元。

注：1.以上资料来源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等资料；

2.以上表格中，天心药业的销售数据主要来源于天心药业的内部资料；

3.以上表格中各药品的市场销售数据来源为米内网，以上数据仅作参考。

4.除上述已披露的资料外，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其他生产企业相关药品的生产

或销售数据。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为天心药业原有《药品GMP证书》 的再认证， 通过GMP认证并获发 《药品

GMP证书》，证明天心药业相关生产线满足新版GMP要求。 本次《药品GMP证书》的获

得，有利于其继续保持稳定的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 本次获得药品GMP证书不会对

本集团（即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 各类产品/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

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600332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

2019－013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药品再注册批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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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药厂有限公司 （“陈李济药厂” ）近日收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再

注册批件》。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通用名称：更年宁

剂型：丸剂

规格：每100丸重5克

药品标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标准YBZ12352009

药品分类：中药

受理号：CYZZ1801940粤

批件号：2019R000031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93498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2024-02-27

药品有效期：18个月

药品生产企业：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1688号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再注册。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更年宁的功效为疏肝解郁，益气养血，健脾安神。 主要用于更年期引起的心悸气短，

烦躁易怒，眩晕失眠，阵热汗出，胸乳胀痛，月经紊乱等症。 1992年，更年宁进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6册（标准编号：WS3-B-1138-92）。 经查

询，除陈李济药厂外，目前国内14�家公司拥有该品种的生产批文。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

2017年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吉林

巨仁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该产品在国内零售药店的销售收入分别为人民币227万

元、人民币71万元和人民币51万元。

陈李济药厂于2009年6月26获得药品注册批件，2010年2月通过药品注册生产现场

检查。 自2009年取得更年宁《药品注册批件》以来，陈李济药厂共生产了6批，合计48,

662瓶，陈李济药厂对其含量测定及稳定性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证明在有效期内稳定。 截

至目前，陈李济药厂在更年宁上已投入研发费用合计约为人民币80万元，该产品暂未投

入市场销售。

二、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 各类产品/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

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股票代码：

000918

股票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2019-008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李怀彬先生以书面形式提交的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原因，李怀彬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职务。 辞职后，李怀彬先生仍为公司董事。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规

定，李怀彬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李怀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

公司董事会对李怀彬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已聘任喻学斌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具体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918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2019-009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3月1日以通讯方

式发出通知，3月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涛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李怀彬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一职。 根据公司董事

长的提名，同意聘任喻学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

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喻学斌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一职。同意聘任韩

飞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

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股票代码：

000918

股票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2019-010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

年3月1日发出通知，3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鲍杰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

相关规定，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股票代码：

000918

股票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2019-011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9年3月6日，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根据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喻学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韩飞先生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喻学斌先生（简历附后)已取得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

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喻学斌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韩飞先生（简历附后)已取得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

知识和管理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

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536号嘉凯城集团上海办公中心

邮政编码：200030

联系电话：021-24267786

传 真：021-24267733

电子邮箱：ir000918@evergrande.com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喻学斌，男，198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双硕士学位。 曾任职于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部、董事长秘书；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本公司投资者关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已于2007年3月取得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喻学斌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韩飞，男，198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 历任浙江名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部、市

场营销部主管；本公司党群工作中心主任助理、人力资源中心、行政管理中心总经理助理、董事长秘

书；现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助理，已于2018年4月取得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韩

飞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股票代码：000918� � � � � � � �股票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2019-012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说明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2018年6月15日， 财政部印发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

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公司根据上述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对

财务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

（二）2017年，财政部分别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以下统称“金融工具准则），在境内外同时上市

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 自2018年1

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按照上述要求，公司将自2019年1月1日起

执行上述四项会计准则。

二、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一）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

公司根据财政部[2018]15�号通知的修订要求拟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

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列表调整如下：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和“其他应收款” 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 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 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 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 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

（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和“其他应付款” 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 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 和“长期应付款” 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 项 目。

2、利润表相关科目列表调整如下：

（1）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 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 项目；

（2）在“财务费用” 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二）金融工具准则的修订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主要变更内

容如下：

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 改为“三分类”（即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三类），减少金融资产类别，提高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

2、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

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3、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拓宽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范围，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

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4、在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等方面做了调整和完善，金融工具披露要求也

相应调整；

5、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公司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三、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 关科目列示产生

影响，不会对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二）金融工具准则的修订

根据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 公司在施行日按照新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

（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

首日执行新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

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权益，同意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六、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

相关规定，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