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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青海春天 600381 ST春天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定 付晓鹏

电话 0971-8816171 0971-8816171

办公地址 青海省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新路1号 青海省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新路1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verygrass.com investor@verygrass.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442,499,485.15 2,435,511,173.72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382,632,510.62 2,379,874,547.73 0.1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5,271,634.47 -26,006,747.69

营业收入 132,427,777.22 188,829,184.43 -2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57,962.89 82,648,641.30 -9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35,393.85 83,630,616.00 -105.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12 3.51 减少3.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1310 -96.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1310 -96.18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9,52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西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53 273,168,394 0 质押 271,850,000

肖融

境内自然

人

9.67 56,762,789 0 无 0

广西泰达新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58 26,885,980 0 无 0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54 14,886,200 0 无 0

宁波平方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平方和多策略对冲

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8 9,274,157 0 无 0

卢义萍

境内自然

人

1.30 7,646,857 0 质押 7,639,900

徐开东

境内自然

人

0.92 5,389,658 0 无 0

上海盛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6 3,888,989 0 质押 3,888,98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行使

超额配售选择权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2 2,467,057 0 无 0

毛建明

境内自然

人

0.29 1,730,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西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与肖融为一致行动人，肖融与卢义

萍为表姐妹关系。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无法获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进一步加强了内部控制建设、提高风险防范的工作，并根

据有关行业、市场的变化趋势，控制和压缩营销推广、广告业务、投资业务的规模，以保证资金安全、现金流充

足和规避潜在的财务风险， 并将有关的各项资源集中助力公司大健康和快消品两大业务板块的经营发展，有

效地保障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财务状况的稳定健康，确保战略计划能顺利实施。 公司同时立足长远发

展，继续专注于两大业务板块的市场研究、产品研发、项目哺育、品牌和渠道建设等工作，着力打造产品的核心

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受到行业、政策和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复杂多变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新板块业务尚处

于投入阶段，整体业绩还未展现，取得营业收入13,242.78万元，同比下降29.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75.80万元，同比下降96.66%。 现将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一）冬虫夏草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开拓冬虫夏草类产品销售市场，启动虫草参芪膏的宣传，希望这一取自明代“长生固

本方” ，功能主治为补气养血、益肾助阳的名贵经典OTC中成药能被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 该板块业务在报告

期内营收和毛利同比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取得营业收入8,439.06万元，同比上升50.96%，毛利率同比上升

9.36个百分点。

（二）快消品业务

快消品业务板块市场空间大、周期性波动小，市场创新机会多，是我公司长远发展的优选产业。 公司的新

品理念是对产品的核心价值进行深度思考并挖掘，创造出符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 凉露酒———首款凉润

型露酒，经过一年的测试，基本完成了对产品核心价值、口感、价格、消费者感受及推广理念的测试，并已在选

定区域市场开展了销售工作。 目前该板块业务处于业务开拓、渠道建设等的投入阶段，随着未来系列酒的出

品，可为公司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该板块业务在报告期内取得营业收入1,826.68万元，同比增长19.78%，

毛利率同比下降42.18个百分点，毛利的下降是阶段性的，是基于公司促销政策、酒体及包装调整所致。

公司将在前期各项工作的基础上，研发出更多适合消费提升的健康好酒，并且严把质量关，借助资本市场

的力量推进公司相关业务板块的发展壮大，力争在短期内实现收支的平衡，打造成为公司的支柱产业之一。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具体详见第十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公告编号：

2019-024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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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将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以及会议资

料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2019年7月29日上午10:00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形式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新路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际到会并参与表决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 6号）的要求执行，本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公告编号：

2019-025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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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监事会于2019年7月25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将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以及

会议资料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于2019年7月29日下午2:00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形式在青海省西宁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新路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到会并参与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对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书面审核意见》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 6号）的要求执行，有关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和全体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7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公告编号：

2019-026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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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执行《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仅对公司

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损益、总资产和净资产等。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以下简称《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2019年7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自2019半年度报告起根据《通知》的要求和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有关意见。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述《通知》的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3.� 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4.�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

5.�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

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二）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调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损益、净资产和净利润等财

务指标。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变更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 6号）的要求执行，本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进

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 6号）的要求执行，有关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和全体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的本次变更。

特此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29日

公司代码：

600381

公司简称：青海春天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雷柏科技 股票代码 0025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海波 李海燕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锦绣东路22号 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锦绣东路22号

电话 0755-28588566 0755-28588566

电子信箱 board@rapoo.com board@rapoo.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14,589,482.95 233,148,155.05 -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83,365.58 17,715,195.29 -8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513,401.26 5,586,472.68 -198.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4,386.28 -18,612,630.11 93.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4% 1.49% -1.2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275,531,423.20 1,311,800,714.96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2,124,892.65 1,180,239,648.33 0.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2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热键电子（香

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2.39%

176,501,

079

0

李峥 境内自然人 0.74% 2,091,714 2,091,714 质押 1,650,000

黄春芳 境内自然人 0.35% 1,000,023 0

张雪勇 境内自然人 0.25% 697,800 0

潘建权 境内自然人 0.21% 600,000 0

龚燕东 境内自然人 0.19% 540,517 0

徐美意 境内自然人 0.18% 510,405 0

方毅亮 境内自然人 0.18% 503,500 0

金明 境内自然人 0.17% 485,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6% 454,93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热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张雪勇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97,800股，实

际合计持有697,800股；股东潘建权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6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600,000股；股东金明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85,000股，实际合计持有485,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

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外设行业因PC电竞游戏带来的新机遇增速逐缓，存量市场竞争激烈，公

司积极应对，围绕主业探索开源节流、增效降费的方式，逐步调整业务结构，夯实基础。 管理

方面，推行信息化、扁平化运营管理，加快信息流的速率，提高决策效率；财务系统、信息系

统深入了解前端业务需求，以业务发展为导向，提供数据化、流程化支撑。 业务发面，利用在

消费电子领域积累的良好品牌效应以及渠道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探索品牌多元化的

可能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458.95万元，同比下降7.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78.34万元，同比下降84.29%。 业绩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为：①外设行业增速逐

缓，存量市场竞争较大；②公司调整部分海外区域市场渠道合作模式，过渡期间内，对收入

有所影响；③报告期内政府补助收入减少，且上年同期公司处置参股子公司增加投资收益，

本年无此影响；前述综合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上期有所下降。

经营回顾：

① 围绕主业，多维探索

报告期内，公司主业外设业务，持续发力两大主线“无线你的生活” 及“智造游戏快

乐” 。 全面布局“无线多模” 外设，含纳：个性无线外设系列、高端MT办公系列，一个外设适

配多台设备，满足用户“手机、平板、电脑、电视一键切换操控” 的需求。 游戏电竞领域，涉及

无线游戏与电竞游戏两大领域，涵盖游戏鼠标、游戏键盘、游戏耳机、游戏手柄等多个品类

产品，研发定制游戏外设专属芯片、轴体、微动等部件，产品深受客户喜欢。 根据中关村在线

出具的《2019年Q1键鼠市场ZDC报告》中显示，雷柏键盘、鼠标在中国市场品牌关注比例

分别以16.10%、16.90%位居第二。

进一步夯实外设业务的同时，公司基于品牌、渠道以及工业设计等方面的多年积累，探

索雷柏品牌在消费电子行业多元拓展的可能性，从PC端扩展至移动端周边，逐步进行包括

无线耳机、TWS耳机、移动电源、拓展坞、无线音箱等多品类的产品储备工作，以满足市场消

费者的多样需求。

② 增效降费

报告期内，公司推行信息化、较扁平化运营管理。 通过前期搭建的包括：上游供应商管

理SCM系统、生产制造管理MES系统，客户管理CRM系统，产品管理PLM系统，人事薪酬

管理HCM系统，运营管理BI系统在内的信息化体系，提升了公司信息流动的高效性，并以

系统数据监控各部门运营效率，为扁平化管理提供透明化的数据、信息支撑基础，进而提升

公司决策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对欧洲市场渠道合作模式做了一定的调整。 公司于2011年开始搭建海

外自主品牌的营销体系，并于次年正式挺入欧洲市场。 销售网络建设初期，公司投入较大的

营销费用，不断加深与渠道商合作，以推广品牌，让产品广泛渗入欧洲市场。 截至报告期末，

雷柏品牌外设产品已进驻欧洲主流渠道，并树立一定的品牌辨识度，基于前期积淀，公司在

报告期内转化与渠道商的合作模式，加强与一级代理商的合作，弱化对次级代理商的直接

管控，推动对渠道商更加高效的管理，力争扩大渠道商利润空间的同时减少公司销售费用

支出的不确定性。 如此模式顺利发展，未来可降低公司的管理成本，减少费用化支出，并且

在目前经济、政治因素不稳定的大背景下，转换后的模式，利于加强对回款管控，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公司海外业务风险。 报告期内，尚属于模式转变的过渡，中间存有订单切换

期，因此对公司的收入、毛利均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③ 持续加强工业设计、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是公司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和核心要素。 报告期内公司密切关注

最新技术应用及市场、技术发展趋势，持续开展对新技术的可行性研究；加强对技术人才的

引进和提升、加大研发投入、创造优良的技术开发环境、建设创新机制；规范研发管理，缩短

新产品开发周期，使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具备技术和产品储备优势。 截至目前，累计拥有专利

473件，其中发明专利97件，美国pct1件，实用新型186件，外观专利189件。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

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14号）等四项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

金融工具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不产生任何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雷柏（香港）有限公司与Robert� Johan� Blankert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全资

子公司RAPOO� Europe� B.V.100%股权转让给Robert� Johan� Blankert,截至本报告披露

之日，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已完成并自完成股权转让手续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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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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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受理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受理序号：192017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

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

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董事会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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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7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7月29日（星期一）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7月28日（星期日）下午15:00至2019年7月29日（星期

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秀山路14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Paul� Xiaoming� Lee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人，代表股份数量478,955,6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9.4551%。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人，代表

股份数量457,832,8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330%。

（2）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5人， 代表股份数量21,122,7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21%。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9人，代表股份数量22,535,7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75%。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8,955,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2,535,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含）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金诗晟、王隽然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见证

意见，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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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实施回购股份暨更正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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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2019年6月4日披露了《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首次实施了回购，现根据相关规定，将本次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634,3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563%，成交的最高价

为15.10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14.9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9,561,922.72元。 （不含

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公司于2019年6月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经公司自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填报失误造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号码存在错误,现对回购报告书中的证券账户号码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

证券账户号码：B882718802

现更正为:

证券账户号码：B882718797

除以上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01

证券简称：生物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42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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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29日，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本公司股东

内蒙古金宇生物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控股” ）关于解除质押本公司股份的函，生

物控股原质押给元达信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本公司12,7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

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3%）已于2019年7月26日解除质押，目前已办理完成上述股票

解除质押的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 生物控股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122,304,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86%，其中累计质押本公司股票数量为54,320,000股，占生物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的44.4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82%。

特此公告。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664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编号：临

2019-041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哈药集团增资扩股事宜进展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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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2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哈药集团增资扩股事宜的进展公告》，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哈药集团” ）最新提供的资料，现将有关事项补充如下：

哈药集团于2019年7月29日收到哈尔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具的《哈药集团有限公

司增资项目意向投资者登记情况的函》，公告期内已征得2家意向投资者。 其中，重庆哈珀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认缴注册资本占本次增资后哈药集团注册资本的比

例为10%，天津黑马祺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认缴注册资本占本次增资后哈药集团注册资

本的比例为5%。 后续哈药集团将组织开展对意向投资方的尽职调查工作并最终确认合格

投资者。 重庆哈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天津黑马祺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能否成为哈药集团增资扩股事宜最终确认的合格投资者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促请相关方及时告知进展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829

证券简称：人民同泰 编号：临

2019-031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哈药集团增资扩股事宜进展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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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29日披露了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哈药集团增资扩股事宜的进展公告》， 根据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哈药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集团” ）最新提供的资料，现将有关事项补充如下：

哈药集团于2019年7月29日收到哈尔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具的《哈药集团有限公

司增资项目意向投资者登记情况的函》，公告期内已征得2家意向投资者。 其中，重庆哈珀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认缴注册资本占本次增资后哈药集团注册资本的比

例为10%，天津黑马祺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认缴注册资本占本次增资后哈药集团注册资

本的比例为5%。 后续哈药集团将组织开展对意向投资方的尽职调查工作并最终确认合格

投资者。 重庆哈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天津黑马祺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能否成为哈药集团增资扩股事宜最终确认的合格投资者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促请相关方及时告知进展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

2019-052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通过日本

GMP

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之子公司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下称

“海门慧聚” ）于2019年接受了日本PMDA（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

的阿瑞匹坦（癌症止吐药）GMP现场检查，检查范围涵盖质量、生产、设备设施、实验室控

制、物料等体系。 近日，海门慧聚收到了PMDA签发的《医药品符合性调查结果通知书》，

确认海门慧聚阿瑞匹坦(原料药)通过日本PMDA认证。 同时，海门慧聚阿瑞匹坦原料药也

将成为日本市场的首仿。

阿瑞匹坦是FDA批准上市的第一个神经激肽-1 （neurokinin-1，NK-1） 受体拮抗

剂，原研为默沙东，临床上主要用于预防高度致吐性抗肿瘤化疗的初次和重复治疗过程中

出现的急性和迟发性恶心呕吐。 目前化疗作为肿瘤治疗的常用手段,由于化疗引起的恶心

呕吐是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75%以上的化疗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恶心， 若不进行控制会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本品可通过血脑屏障，占领大脑中的NK-1受体，具有选择性和高

亲和性，而对NK-2和NK-3受体亲和性很低，其减少恶心、呕吐的效果优于其他药物。 因此

本品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本次海门慧聚阿瑞匹坦(原料药)通过日本PMDA认证，标志着该产品的质量管理体系

已符合日本药品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可生产并销售至日本市场，对公司进军全球市场将

带来积极的影响。

由于医药行业的固有特点， 阿瑞匹坦原料药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行

业政策、环保因素、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

2019-51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邦生物购买资产暨对外投资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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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7� 月2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和邦生物购买资产暨对外投资》（公告编

号：2019-50），现就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1.该投资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金额2000万，金额较小，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18%。 本次

对外投资完成后，新朝阳不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该投资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投资完成后公司对标的公司持股比例较小，该投资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情况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标的公司能否上市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标的公司为拟申报科创板上市企业，目前尚未股改，尚未聘请保荐机构、尚未进行正式

申报，后续能否被受理及能否获得上市资格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标的公司能否达到预期收益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标的公司矿物油等项目尚未投放市场，且标的公司近年业绩波动较大，经营规模较小，

能否达到预期收益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