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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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斌 独立董事

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

意见，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纪长钦 独立董事

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

意见，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胡凤滨 独立董事

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

意见，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声明

以上董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如上，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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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洲慈航 股票代码 00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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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要文 杨志新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A

座29层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A

座29层

电话 010-64100338 010-64100338

电子信箱 jinye000587@163.com jinye000587@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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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493,085.37 8,342,705,076.52 -8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9,778,019.10 76,602,478.87 -1,74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04,575,240.05 19,161,609.61 -6,908.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00,754,505.22 -870,836,645.07 -37.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04 -1,5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04 -1,5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0% 0.81%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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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60,286,159.83 31,057,554,290.39 -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10,792,980.92 6,574,795,270.03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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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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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前海九

五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04%

786,676,

724

452,953,020 冻结

786,676,

724

中融（北京）

资管－杭州

银行－中海

晟融（北京）

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其他 9.39%

199,412,

750

199,412,750

盟科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59%

182,410,

654

182,410,654 冻结

182,410,

654

安徽盛运环

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7%

109,706,

544

75,961,056 冻结

109,706,

544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4%

15,790,

60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 司 - 中 证

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0%

12,683,

910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8%

12,421,

134

杭州余杭金

控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1% 4,473,800

杨培灿 境内自然人 0.15% 3,191,222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4% 2,959,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前海九五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中融（北京）资管-杭州银行-中海晟融（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与盟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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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金洲慈航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面 向

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7金洲01 112505 2020年04月05日 51,912.2 6.9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81.89% 78.63% 3.2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19 0.2 -1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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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珠宝相关业

（一）2019年上半年总体发展状况

2019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为制造业升级和技术产业发展提供空间，随着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和消费

升级，黄金珠宝行业稳步发展，相关产业链不断完善，同时黄金珠宝行业也面临行业集中度低，市场竞争激烈发展现状，对

公司技术水平及管理能力的提升提出更高需求。

同时，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及金融监管政策发生较大变化，使得公司融资租赁业务面临外部环境持续变动的诸多挑战，

在业务经营上也遭遇了更多不确定性。 随着金融去杠杆的不断深入，市场流动性波动加剧，同时由于境内资金市场银根紧

缩，公司融资规模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资金成本进入持续上升通道，对公司2019年经营产生较大影响。

在此背景下，公司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加强成本管控和内部管理体系建设，专注产品技术研发，提升抗风险能力，保障

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完成1,134,493,085.37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9,778,019.1元。截至2019

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2,916,028.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31,079.3万元。

（二）2019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1、专注产品技术研发，巩固黄金珠宝加工批发业务传统优势

公司以研发生产为核心优势，20多年来一如既往重视珠宝行业的技术创新、工艺改良及设备升级，并不断瞄准行业的

前沿顶端技术，引进高新科技设备及高水平的技术人才，不断提升公司产品质量管理水平。 公司不仅加强设计研发中心的

构建，在产品工艺上也有创新突破，用于加工镂空产品的水融蜡工艺及对精细化程度要求较高的七彩拉丝工艺均获得了

技术提升，使公司技术工艺一直保持业内领先制造水平。 公司自主开发产品有万纯至尊、吉祥金等概念黄金精品系列，精

彩希腊、心运动等文化黄金精品系列，唯有金、炫丽等时尚黄金精品系列，围爱主义、魔力情缘、完美爱人等钻石精品系列；

产品定制服务客户涵盖了世界黄金协会、中国黄金协会等专业机构，并通过深化银行渠道建设，已通过交通银行、招商银

行等各大金融机构成为知名零售品牌；

在“金叶珠宝” 品牌打造方面，公司以集团公司为品牌输出源，立足区域子公司进行市场开拓、产品配送、销售等服

务，提升与锤炼“金叶珠宝” 品牌。公司每年均向国家工商总局申报研发的外观专利产品、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产品。截至目

前，公司获得4项发明专利，57项实用新型专利以及10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继续保持黄金珠宝加工批发业务传统优势。

“金叶珠宝” 品牌已经建立自有零售品牌优势，并在青岛、武汉等区域中心城市设终端旗舰店，成为当地地标。 随着公

司战略布局的优化调整，已拥有天猫、京东、1号店、苏宁易购、阿里巴巴、工行融E购六大网络销售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同

步营销，在研发设计、加工制造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品牌推广与零售终端、网络销售的黄金珠宝全产业链闭环，从而实现属

于金叶珠宝的品牌价值和产品价值。

2、探索新的业务方向

一方面将金融解决方案进行标准化，规范化，产品化，实现可复制性。 另一方面，关注同业发展、客户需求及政策导向，

持续提高业务创新能力。 持续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做好行业研究工作，筛选目标市场，优化未来项目投放产业布局、推出符

合现行政策发展方向的产品，做好业务转型。

3、加强资产管理和清收

（1）继续加强融资租赁业务存续项目的贷后检查及风险排查工作，对于有发生风险可能的项目提前做好预案，积极

与承租人及相关担保人沟通谈判，根据风险变化情况追加增信措施（如追加担保人、核心资产担保、追加保证金等）；

（2）继续拓宽贷后管理的思路和理念，在主动管理好项目的基础上，多与同行业、其他金融机构沟通，探索寻找适当

的途径对公司资产进行盘活，尤其是对不良资产的盘活，提高公司资产活力。

4、完善内控制度，强化规范管理

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要求，履行信息披露职责。 公司还在采购管理、财务

成本管理、资产管理、营销管理、行政管理、内控审计等领域推进精细化管理，完善流程审批制度，加强全过程管控，增强内

控审计，降低运营风险致力于建立良好的投资者关系，保证公司规范运作，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 公司加强整合管理能力，

强化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体系化、流程化和标准化建设。 公司优化管理人才，做好企业人才盘点。

5、积极推动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积极推动转让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和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丰汇租赁有限公司

90%股权，目前公司已与北京首拓融盛投资有限公司就转让丰汇租赁股权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与深圳市兰瑞沙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深圳市金叶珠宝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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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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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股票简称：金洲慈航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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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9-64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4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等方式发

出，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上午10：00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A座29层会议室召开。 公司8位董事成员中有8

位董事参与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经与会董事审

议，以签字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报告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公告。

表决情况：此议案5名董事同意，1名董事反对，2名董事弃权。 独立董事夏斌反对，独立董事胡凤滨和纪长钦弃权，主要

原因如下：

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因此未同意该议案。

特此公告。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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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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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隆药业 股票代码 00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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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旭 谭海雁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海滨南路47

号光大国际贸易中心二层西侧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海滨南路47

号光大国际贸易中心二层西侧

电话 0756-3882955 0756-3882955

电子信箱 ir@sl-pharm.com ir@sl-phar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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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327,575.96 229,322,892.48 -2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223,561.48 34,486,213.23 -4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0,533,860.49 33,290,835.98 -38.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887,310.76 -63,670,660.06 40.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64 0.2155 -41.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64 0.2155 -4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0% 5.42%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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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012,072.07 755,842,366.63 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3,764,676.10 663,541,114.62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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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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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南桂 境内自然人 51.15% 81,833,579 81,833,579 质押 12,700,000

珠海横琴新区赛

隆聚智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3% 16,045,800 7,562,643 质押 12,836,638

唐霖 境内自然人 5.68% 9,092,620 9,092,620

吴固林 境内自然人 1.75% 2,793,261 0

珠海横琴新区赛

普洛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5% 2,635,362 744,757

北京坤顺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6% 2,500,000 0

珠海横琴新区赛

博达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 2,395,788 0

珠海横琴新区赛

捷康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 1,796,851 927,574

张劲 境内自然人 0.77% 1,225,000 0

吴仲林 境内自然人 0.62% 993,92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蔡南桂先生和唐霖女士系夫妻关系，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蔡南桂先生持有珠海横琴

新区赛隆聚智投资有限公司47.13%股权、 持有珠海横琴新区赛普洛投资中心2,487,487元出资

额、 持有珠海横琴新区赛捷康投资中心3,098,264元出资额。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上述股东吴固林股数含有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24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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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改革持续深化，在行业监管趋严、医保控费、招标降价趋势不变的市场环境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品

销售降价、成本上升，医药行业的产业结构改革逐步深入，仿制药的微利时代来临，行业资源逐渐向具有研发创新能力的优质企

业集中，以促进医药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公司积极应对，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2019年上半年，公司积极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加速进行长沙生产

研发基地、望城原料药生产基地建设，着力控制产品生产成本和各项费用支出，积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17,232.76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022.36万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81,501.21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8,376.47万元。

在研发方面，公司前期立项申报的产品即将进入收获期，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取得了氨甲环酸注射液、注射用帕

瑞昔布钠两个制剂产品的药品注册批件；帕瑞昔布钠原料药、阿加曲班原料药已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技术审评，审批结果为“A�已批准在上市制剂使用的原料” ；替加环素原料药已经完成注册生产现场检查；注射用左旋泮托拉唑

钠临床研究工作已经完成，待申报生产；注射用右兰索拉唑已进入二期临床，研究工作稳步推进；阿加曲班注射液、冬氨酸鸟氨酸

注射液、注射用胸腺法新等在审项目审评顺利。报告期内，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分公司共获得了“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和磷

酸肌酸钠的复合物及其用途” 、“一种富马酸沃诺拉赞中间体IV�及其制备方法”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和脑啡肽酶抑制剂的

复合物及其用途”等6项发明专利。

公司近期获批的注射用帕瑞昔布钠产品为选择性COX-2抑制剂，适用于手术后疼痛的短期治疗，具有镇痛效果好、起效迅

速、作用持久、无成瘾性、不影响血小板功能、不增加出血风险的特点，可广泛用于普通外科、妇科、骨科、口腔科等多个科室术后疼

痛的治疗，是《中国加速康复外科围手术期非甾体抗炎药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19版）》、《成年人非阿片类镇痛药围手术期应用

专家共识（2019版）》、《成人日间手术后镇痛专家共识（2017版）》、《成人手术后疼痛处理专家共识（2017版）》等多专家共识

推荐用药，是围术期镇痛的新选择。

除上述已经获批的品种外，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部分重点品种研发进度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适应症分组

注册分

类

所处阶段 备注

1 替加环素 原料药 抗感染药物 3.1

取得申请药品生产现场检查通知

书，已完成注册生产现场检查。

2 注射用替加环素 50mg 抗感染药物 6 审评审批中

3 阿加曲班注射液 20ml:10mg 神经系统疾病药物 6

取得申请药品生产现场检查通知

书，待注册生产现场检查。

关联原料药

已批准在上

市制剂使用

4 注射用胸腺法新 1.6mg

风湿性疾病及免疫药

物

6

取得申请药品生产现场检查通知

书，待注册生产现场检查。

5 注射用左旋泮托拉唑钠 20mg 消化系统疾病药物 3.1

取得制剂临床批件， 完成临床研

究，待申报生产

6 左旋泮托拉唑钠 原料药 消化系统疾病药物 3.1

7 注射用右旋兰索拉唑 15mg 消化系统疾病药物 新2.2

取得制剂临床批件， 正在进行二

期临床

8 右旋兰索拉唑 原料药 消化系统疾病药物 新3

9 注射用多立培南 0.25g 抗感染药物 新3 审评审批中，正在进行补充研究

10 多立培南 原料药 抗感染药物 新3 审评审批中，正在进行补充研究

11 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液 10ml:5g 消化系统疾病药物 6 审评审批中，完成补充研究

12 门冬氨酸鸟氨酸 原料药 消化系统疾病药物 6 审评审批中，完成补充研究

13 埃索美拉唑钠 40mg 消化系统疾病药物 6 审评审批中，完成补充研究

14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40mg 消化系统疾病药物 新4 审评审批中

在生产方面，公司加速推进长沙生产研发基地建设，在现有长沙、岳阳两个生产基地的基础上，积极向原料药领域拓展。 报告

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赛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成功竞拍取得长沙市望城区铜官园区三类工业用地地块，用于建设原料药生

产基地，是公司在原料药产业布局的重要举措。

在营销方面，面对行业调整趋势，积极推进营销转型，实施扁平化管理，以专业化学术推广、属地化客户服务相结合，加大产

品推广力度。 2019年上半年，公司已开展对新获批药品的上市销售筹备工作，下半年公司销售重点将由合作产品向自产产品转

型，同时进一步完善和强化营销风险控制，规范市场秩序，加大基层医院的开发。 充分利用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优势，加强营销

人才引进，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提升对渠道和终端的掌控能力，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在管理方面，公司着力推进降本增效，控制产品生产成本和各项费用支出，不断优化过程管理，提升沟通效率，为公司业务发

展提供更高效的服务。 在人才引进及队伍建设方面，上半年公司积极引进研发、营销中高端人才，优化绩效考核管理体系，对营

销、生产部门的绩效考核方案进行梳理优化，建立更加科学的考评办法，量化考核指标，细化考核节点，提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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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印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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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

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公司自2019

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

整，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告

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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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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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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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

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表。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

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

整，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告

产生重大影响。

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财会〔2019〕8号）。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印

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

〔2019〕8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

了修订，该通知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

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

整，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告

产生重大影响。

自2019年6月17日起，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财会〔2019〕9号）。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的通知》（财会〔2019〕9

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进行了修订，该通知要

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

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

整，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告

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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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新增湖南赛博达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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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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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536�号

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8.31元，募集资金总额

33,24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3,271.55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968.45万元。

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并于2017年9月6日对出具了致同验字 （2017）第

110ZC0301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673.88万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2,269.68万元，尚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共计人民币8,050.98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7,698.77万元(含补充流动资金1000万元)，已计入募集

资金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372.48万元，已扣除手续费20.27�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

采取了专户存储。

2017年9月30日，公司、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

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

方监管协议” ）。

2017年12月8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

意公司将“长沙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湖南赛隆药业（长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赛隆” ）变

更为公司和长沙赛隆共同实施。 公司和长沙赛隆于2017年12月25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行、西部证券重新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其中，由于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已完成建设，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公司已于2018年12月6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

目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结项，并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节

余募集资金及专户利息合计619.36万元用于募投项目“长沙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

节余募集资金划转后，“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均为零，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对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账号：656900034410901）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账号：680001230900003402）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该专户存储银行、保荐机构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报告期

内，协议各方均能按照协议约定严格履行，不存在违反协议条款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集中管理，实行专项存储和专款专用制度。截至2019年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专户余额[注2] 备注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海滨

支行[注1]

44050164863500000377 698.77

2 交通银行珠海新城支行 444009232018010049704 5,000.00 结构性存款

3 民生银行珠海分行 630762907 1,000.00 结构性存款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656900034410901 - 已销户

5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680001230900003402 - 已销户

[注1]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海滨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方为其上级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行。

[注2]专户余额为募集资金本金余额，不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673.88万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2,269.68万元。

公司各募投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件《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9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年6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已使用1,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不存在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用

于非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的情况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在2019年上半年实施了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并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理财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预期年化收益

率

实现收益

（元）

1

民生银行

珠海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SDGA190769）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 20190627 20190806 3.65% 未到期

2

交通银行

珠海新城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活期型结构性存款S

款特享版

价格结构型 5,000 20190426 - 1.8%-3.7% 未到期

3

交通银行

珠海新城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结构性存款5个月

期限结构型 3,000 20190121 20190624 4.10% 518,958.9

4

交通银行

珠海新城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活期型结构性存款S

款尊享版

价格结构型 2,500 20190416 20190426 1.95%-3.2% 12,876.71

5

交通银行

珠海新城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结构性存款3个月

期限结构型 2,500 20190121 20190422 4.05% 252,431.51

6

民生银行

珠海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SDGA190105）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500 20190228 20190409 3.65% 100,000.00

7

民生银行

珠海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SDGA190105）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500 20190118 20190227 3.70% 101,369.86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赎回金额合计为人民币6,000万元，未超过公司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额度。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赎回金额的收益总额为人

民币98.56万元。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同意将“长沙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0年12月31日。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其相关信息，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附件：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9,684,514.05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26,738,765.4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

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2,696,796.39

累计变更用途的

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

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2019年

1-6月）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3)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长沙生产研发基

地建设项目

否

199,684,

514.05

199,684,

514.05

26,738,

765.44

128,622,

201.31

64.41%

2020.12.

31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2． 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

否

50,000,

000.00

50,000,

000.00

-

44,074,

595.08

74.23%

2018.12.

6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3．补充流动资金 否

50,000,

000.00

50,000,

000.00

-

50,000,

000.00

100.00

%

2018.12.

6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99,684,

514.05

299,684,

514.05

26,738,

765.44

222,696,

796.39

-- --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分具体项

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公司2017年11月2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置换金额为5,880.02�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公司2019年6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4,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已使用1,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或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进行现金管理，并将继续使用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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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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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有关此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1.新报表格式要求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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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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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

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

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

应调整。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该通知要求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3.债务重组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该通知要求在所有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二）变更日期

1.新报表格式要求

公司 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修订通知》要求编制执行。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

[2019]8号）。

3.债务重组

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三）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1．新报表格式要求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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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编制财务报表。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2019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

3．债务重组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新财务报表格式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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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

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资产负债表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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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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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将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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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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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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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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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与资产相关的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

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

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

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1)非货币性资产示例中删除“存货” ，其适用于第14号收入准则；货币性资产定义中将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资产” 改

为“权利” ；

（2)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

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3.债务重组

（1)将原“债权人让步行为”改为将“原有债务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行为” ；

（2)重组方式中债务转为“资本”改为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

（3)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从而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协调一致，同时删除关于或有应收、

应付金额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

（4)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

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 [2019]8号），对

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进行追溯调整。

3.债务重组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对2019年1

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五、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和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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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赛隆药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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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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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9日以书面方式通过专人送

出、传真、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在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47号光大国际贸易中心二楼西侧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南桂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www.cninfo.com.cn）《独立

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和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www.cninfo.com.cn）《独立

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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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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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星沙产

业基地红枫路1号湖南赛隆药业（长沙）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相结合的

方式已于2019年8月19日向各位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达文先生召集

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会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3票，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其相关信息，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重大风险。 公司监事会将加强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管理

的监督，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能，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维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3票，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2019-078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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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精密 股票代码 00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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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殷勤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泾路55号

电话 0512-69207028

电子信箱 Renee.Yin@vics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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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0,224,642.27 8,655,205,284.26 -2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5,070,510.63 323,641,228.37 -15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8,019,470.53 313,581,366.15 -166.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7,575,245.11 -436,641,683.44 -201.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8 0.0944 -156.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38 0.0944 -156.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 3.64%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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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52,836,241.69 18,476,869,885.29 -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719,945,589.30 7,948,258,458.20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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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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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玉根 境内自然人 20.37%

700,986,

322

576,634,084 质押

639,546,

321

百年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

保险产品

其他 5.93%

204,214,

013

72,727,273

东吴创业投

资 有 限 公

司－证券行

业支持民企

发展系列之

东吴证券1号

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契约

型）

其他 5.03%

173,000,

000

0

陈延良 境内自然人 4.29%

147,745,

940

0

宁夏文佳顺

景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6%

136,363,

636

136,363,636 质押

136,363,

636

徐家进 境内自然人 3.31%

114,035,

000

0

陈铸 境内自然人 2.99%

103,034,

668

80,510,009 质押

102,689,

978

广西万赛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4%

90,909,

091

90,909,091 质押

90,909,

091

苏州富乐成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2%

83,333,

333

83,333,333 质押

83,333,

333

年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保

险产品

其他 1.63%

55,996,

27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高玉根持有苏州富乐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0%股份，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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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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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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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9年1-6月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67户，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本公司本年

度合并范围比上年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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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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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8月

20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9年8月29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召开，董事卜勇先生、独立董事黄辉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应到董事6名，实到董事6名。会议由董事

长高玉根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与会董事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报 告期内的经营状况。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8）。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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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8月

2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9年8月29日11:0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利娟女士主持，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