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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晋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亮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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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84,495,406.10 91,440,175,340.91 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879,215,242.26 18,119,232,085.30 4.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2,032,623.03 -561,625,074.31 -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153,517,607.04 3,853,576,821.11 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1,025,918.53 871,735,222.66 -1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35,385,252.84 741,028,909.33 -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 5.27 减少1.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86 0.2161 -1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86 0.2161 -12.7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6,399.0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42,693,572.37

该项目主要为本公司收到的金融业扶持

基金人民币2,411万元、租赁业务扶持基

金人民币1,000万元、 育商扶持基金380

万元及稳岗补贴等其他478万元。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579,978.39

该项目主要为本公司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7107万元、 交易性权

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人民币7,

365万元。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146,074.91

该项目主要为本公司收到的对上海陆家

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前绣

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贷款利息收入人民

币114.61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888,775.74

该项目主要为本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的

赔偿金及罚款收入。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792,967.08

所得税影响额 -14,811,210.92

合计 25,640,665.6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构成与年初数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与分析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6,470,157,689.80 3,607,239,493.10 79.37%

主要是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359,540,960.04 1,744,274,052.02 35.27%

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持仓增

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308,384,031.04 921,245,965.44 42.02%

子公司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并

的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510,756,055.85 4,161,523,523.86 -39.67%

主要是非流动资产中的发放贷款和垫

款以及债权投资的期限结构不同导致

的流动性分类的变化。

债权投资 2,088,421,377.45 1,497,523,429.45 39.46%

子公司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并

的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所致。

拆入资金 101,119,444.43 150,842,361.10 -32.96%

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偿还了

5,000万拆入资金。

预收款项 581,516,034.09 3,022,278,044.18 -80.76%

由于新收入准则影响确认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2,336,564,112.93 10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562,600,000.00 300,000.00 187433.33%

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债逆

回购业务余额增加所致。

(2)费用构成、现金流量表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与分析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原因

营业成本 1,126,899,481.15 1,807,408,304.97 -37.65%

本期子公司出售明城花苑 (原明城大

酒店)，由于其成本较低，故虽然收入

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但是成本较上

年减少。

税金及附加 807,106,386.54 398,192,643.70 102.69%

本期子公司出售明城花苑 (原明城大

酒店)，其土地增值税较高所致。

销售费用 32,353,825.35 16,751,617.99 93.14%

由 于 去 年 年 中 公 司 下 属 商 业

L+MALL正式投入运营，导致本期商

场推广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33,110,864.73 340,204,443.76 -31.48%

主要是本期公司利息资本化金额增

加所致。

其他收益 42,693,572.37 32,783,797.26 30.23%

其他收益增加是由于本期子公司天

津陆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到租

赁业务扶持基金1,000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73,652,660.44 125,174,220.91 -

本期公允价值为负主要是由于公司

持有的股票本期出售确认投资收益

从而冲回其公允价值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7,851,924.63 1,517,140.67 1076.68%

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票

质押减值冲回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32,032,623.03 -561,625,074.31 -

主要是由子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净

额增加以及代理买卖证券款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7,468,889.53 -2,093,643,943.20 -

公司本年度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和

投资支付的现金基本持平，而上年度

子公司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投

资规模增加，投资支付的现金净额较

多。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48,754,387.28 3,990,962,624.17 13.98%

主要是本公司今年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较上年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本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情况

长期持有物业类型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成熟物业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期末出租率

（截至3月31日）

平均租金

（一季度）

主要办公物业

甲级

写字楼

1,728,479 1,559,323

89%（上海） 8.84元/平方米/天

63%（天津） 3.45元/平方米/天

高品质研

发楼

327,106 327,106 83% 6.36元/平方米/天

主要商铺物业 454,275 439,279

89%（上海） 10.72元/平方米/天

86%（天津） 2.91元/平方米/天

酒店物业 120,344 120,344 10% 540.97元/间/夜

主要住宅物业 92,408 92,408 94% 25,634元/套/月

合计 2,722,612 2,538,460

*期末出租率、平均租金均根据公司持有的成熟物业统计；成熟物业指运营一年以上的物业。

住宅销售

1-3月可售面积

（平方米）

1-3月签约面积

（平方米）

项目总可销

面积

（平方米）

项目累计签约

面积

（平方米）

项目整体

去化率

至一季度末以

在售面积为基

础的

去化率

上海存量房 1,587 279 2,834 1,526 54% 54%

苏州15地块二期 20,048 3,203 26,120 9,275 36% 36%

天津海上花苑

二期

61,738 152 106,557 44,972 42% 42%

天津存量房 548 0 1,010 462 46% 46%

合计 83,921 3,634 136,522 56,235 41% 41%

公司名称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晋昭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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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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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确认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调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后情况如下：

（一）战略决策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晋昭

委员：徐而进、郭嵘、黎作强、邓伟利、吕巍、乔文骏、钱世政、唐子来

（二）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钱世政

委员：徐而进、郭嵘、吕巍、乔文骏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翌置业” ）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750,000万元

增加至人民币950,000万元，其中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出资人民币120,000万元，上

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现金出资人民币80,000万元。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东翌置业各股东方持股比例维

持不变。

在上述投资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法定代表人签署与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合同、协议等文件。

本次关联交易出资双方均按持股比例并以现金方式增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7

条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申请豁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相

关豁免程序。

全体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议案的事前认

可意见书》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公

司与关联方共同增资旨在从资金层面为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支持，促进东翌置业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

展，保证其正常推进各个项目开发，目标明确，具有可行性。 且本次关联交易出资双方均按持股比例并以现金

方式增资，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

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 详见专项公告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公

告》（编号：临2020-019）。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4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董事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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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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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90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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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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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的有关

管理制度；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制度规定，报告中所

包含的信息客观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间的财务与经营管理等实际情况；

3.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和现象。

全体监事签署了《监事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确认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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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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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要求，特此公告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

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1.�至一季度末，公司持有的主要在营物业总建筑面积超272万平方米，其中甲级写字楼的总建筑面积173

万平方米，高品质研发楼的总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商业物业的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住宅物业的总建筑面

积9万平方米，酒店物业的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1-3月，公司实现房地产租赁收入为8.81亿元，同比减少

13%。

2.�至一季度末，公司在售的住宅项目主要为天津海上花苑二期、苏州15地块二期、上海及天津存量房、存

量车位的销售。以在售面积为基础计算的去化率约41%。 1-3月，公司住宅物业销售签约面积0.36万平方米，合

同销售金额0.86亿元。 1-3月，公司实现住宅销售（含车位及配套商铺）现金流入1.31亿元，同比减少82%。

由于房地产项目租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审慎使用，相关阶段性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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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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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与关联方共同对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增

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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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关联方—上海陆家嘴（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集团” ）按持股比例共同对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翌置业” ）

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其中公司持有东翌置业60%股权，出资人民币120,000万元；陆家嘴集团持有东翌置业

40%股权，出资人民币80,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东翌置业的注册资本金将由人民币750,000万元增加到

人民币950,000万元，股东双方持股比例不变。

●交易性质：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审议程序：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但由于本次关联交易出资

双方均按持股比例对标的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7条的规

定，本次关联交易可申请豁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相关豁

免程序。

●关联交易回顾：过去12个月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详见

后文。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东翌置业的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与陆家嘴集团按持股比例共同对东翌置业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

其中公司持有东翌置业60%股权，出资人民币120,000万元；陆家嘴集团持有东翌置业40%股权，出资人民币

80,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东翌置业的注册资本金将由人民币750,000万元增加到人民币950,000万元，

股东双方持股比例不变。

陆家嘴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陆家嘴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名称：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二）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6713C

（三）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981号

（四）法定代表人：李晋昭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235,731万元

（六）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投资咨询，实体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

定），资产管理经营、信息。

截至2019年末，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报表中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6,300,837.80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人民币2,636,437.12万元，2019年度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1,895,310.98万元 （经审

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4BMC7T

（三）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400号1幢3层

（四）成立日期：2019年4月29日

（五）法定代表人：徐而进

（六）注册资本：人民币750,000万元

（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八）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停车场（库）经营，机电安

装建设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市政专业建设工程设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九）股权结构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 60%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40%

总计 750,000 100%

（十）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111.12 -2,030.00

期末总资产 995,859.88 948,261.28

期末净资产 745,858.88 747,970.00

*2020年3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9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

（十一）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9月，东翌置业以人民币910,870万元竞得了张江中区 56-01、57-01、73-02、74-01、75-02�地块

及 57-02�公共绿地、学林路、卓慧路、百科路地下空间（以下简称“张江中区部分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目前，东翌置业已设立四家全资子公司（上海翌鑫置业有限公司、上海翌久置业有限公司、上海翌廷置业

有限公司、上海翌淼置业有限公司），从事张江中区56-01、57-01、73-02、74-01、75-02� 地块及 57-02� 公

共绿地、学林路、卓慧路、百科路地下空间的开发工作，上述地块的具体情况和规划指标详见下表：

地块名称 四至范围

土地用途

和

出让年限

土地总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浦 东 新 区 张 江 中 区 56-01、

57-01、73-02、74-01、75-02

地块及57-02公共绿地、 学林

路、卓慧路、百科路地下空间

东至卓闻路, 西至

学贤路, 南至环科

路,北至海科路

办公50年、商业及

其他商服用地40

年、租赁住房70年

89927.4 （地下水平投

影 占 地 面 积 ：

111087.5）

56-01 4.8

57-01 11.0

73-02 3.5

74-01 5.0

75-02 4.1

截至目前全部地块均已取得审图合格证并完成总包招标，已于2019年12月开工，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中。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东翌置业所开发的项目旨在聚焦国家战略，打造国际一流的张江科学城，建成后将为张江科学城带来一

个24小时活力四射的城市副中心，也是公司持续提升城市中心、城市副中心开发、建设和营运能力，以及不断

提高社会效益、品牌效益、经济效益的积极举措。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增资旨在从资金层面为东翌置业提供支持， 促进东翌置业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

展，保证其正常推进各个项目开发。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其中董事会表决情况如下：4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全体独立董

事签署了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书》及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公司与关联方

共同增资旨在从资金层面为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支持，促进东翌置业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其

正常推进各个项目开发，目标明确，具有可行性。 且本次关联交易出资双方均按持股比例并以现金方式增资，

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

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5%以上，但由于本次关联交易出资双方均按持股比例对标的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7条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可申请豁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相关豁免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1、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以认

购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增资入股该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2.4亿元，股权

比例为20%，并同比例配置股东贷款。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先行偿还公司人民币1.04亿元委托贷款。 同时，公司在同等额度和条件下，向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陆家嘴新辰临壹投资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1.04亿元委托贷款。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向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展期，展期金额为人民

币0.96亿元，展期期限不超过2.5年，贷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 新辰投资的其他各方股东按

同比例对新辰投资委托贷款余额进行展期。 2019年末，上海陆家嘴新辰临壹投资有限公司已将到期委托贷款

人民币1.04亿元全部偿还。

截至2020年3月31日， 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本公司委托贷款余额为人民币0.96亿元。

2020年1-3月， 公司收到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利息人民币105.16万元， 贷款利率分别

5.225%。 （详见公告临2014-026、临2015-027、临2019-046）

2、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计划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前日、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日， 接受控股股东上海陆

家嘴（集团）有限公司贷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

司及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贷款余额人民币45.9亿元，贷款利率3.9150%-4.75%。 2020年1-3月，

发生利息总计人民币4226.75万元。 （详见公告临2019-013、临2019-020、临2020-003、临2020-015）

3、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共同出资设立上海东翌置业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75亿元。 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60%，认缴出资额人民币45亿元；陆家嘴集团持股比例

为40%，认缴出资额人民币30亿元。 2019年4月，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登记设立且注册资本到位。（详见公告

临 2019-017）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议案的事

前认可意见书》；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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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020

年

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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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登记日：2020年5月12日

●债券付息日：2020年5月13日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发行的2019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 ）将于2020年5月13日开始支付自2019年5月13日至2020年5月12日期间的利息。 为确保付息

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发行主体：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3.�债券简称：19陆债03。

4.�债券代码：155395。

5.�债券期限：债券期限为3+2年，附第三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人回

售选择权。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网下

询价簿记结果共同协商确定。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8.�发行规模：人民币7亿元。

9.�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10.�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若债券持有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回售部分债券的票面面值加

第3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11.�起息日：2019年5月13日。

12.�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0年至2024年每年的5月13日（如遇法定及政府

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

权，则其赎回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0年至2022年每年的5月13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2020年至2022年每年的5月13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3.�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4年5月13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 则赎回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年5月13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的债券兑付日为2022年5月13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4.�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5.�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6.�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9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7.�登记、托管、代理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88%。 每手面值1,000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人民币38.80元（含税），扣税后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投资者每手实际取得的利息为31.04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每手实

际取得的利息为38.80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及和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20年5月12日。

2.�债券付息日：2020年5月13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

期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1.�本公司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

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

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

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关于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

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

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2.�关于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自2018

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

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3.�其他债券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其他债券投资者的债券利

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东育路227弄6号前滩世贸中心（二期）D栋20楼

联系人：金冶

电话：021-33841640

传真：021-33848818

邮政编码：200126

2.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669号博华广场

联系人：陈心昊

电话： 021-38677925

传真：021-38670699

邮政编码：200041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68870114

传真：021-6887006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许尚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孝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家东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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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6,490,469.23 11,607,910,627.40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12,521,832.37 4,179,332,481.01 0.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3,860.32 102,658,715.00 -100.9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29,549,928.55 2,026,732,709.05 -1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395,940.12 561,995,312.90 -9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2,619,653.99 19,482,505.19 1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 13.55 减少12.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1.38 -94.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1.38 -94.2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722,955.8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77,948.4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3,626.26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8,644,486.9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12,861.5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84,813.55

所得税影响额 -65,056.37

合计 10,776,286.1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百分比 变动原因

预收款项 1,126,757,847.13 -100.00%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合同负债 1,203,563,854.44 100.00%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应交税费 44,119,420.11 85,846,928.36 -48.61% 主要系期末应交税金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82,425,042.11 154,799,613.21 -46.75%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减少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百分比 变动原因

其他收益 2,846,667.45 4,363,435.03 -34.76%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 5,843,973.80 541,417,632.19 -98.92%

主要系本期转让股权取得的投资收

益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8,644,486.98 6,305,054.86 37.10%

主要系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608,207.93 -18,517,961.85 91.32%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183,691.61 -6,252,890.31 33.09%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3,248,026.82 754,075.48 330.73%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2020年1-3月份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化较大,主要原因为：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全资子公司

华佗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佗国际” ）将其持有的威士达医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士达” ）

60%的股权转让给华检医疗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检医疗” ），转让价格为123,391.584万元人民币，其

中，82,261.056万元以华检医疗向华佗国际发行华检股份对价支付；41,130.528万元由华检医疗以人民币或

等值美金支付，此次重组增加了公司投资收益；交易完成后，华佗国际不再直接持有威士达的股权，威士达不

再纳入新华医疗合并报表范围。

2、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合并了威士达营业收入14,752.46万元，威士达不再纳入新华医疗合并报表范围

后，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公司名称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尚峰

日期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587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编号：临

2020-031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组长联席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职工代表组

长联席会，大会应到代表13人，实到代表1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换选事项。 经过认真讨论和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免

去屈靖同志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赵公涿同志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587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编号：临

2020-032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选公司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监事会收到了职工代表大会《关于换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决议》，经过认真讨

论和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免去屈靖同志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赵公涿同志为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监事会换选后，第九届监事会由蔡钊艳、陈心刚、赵公涿组成。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赵公涿：男，汉族，1964�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工程师。历任新华手术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骨科器

械负责人、外协管理、工艺质量总监、人事总监、质量总监、生产总监、工会主席。

证券代码：

600587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编号：临

2020-028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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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华医疗”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0年4月17日以书面或通讯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据此通知，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 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董事八人，实际参加董事八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许尚峰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编制

的要求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编制的《新华医疗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及正文》。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八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因公司工作调整，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决定聘任屈靖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聘任李孝利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李财祥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不再担任

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人选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八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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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

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决定对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

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会计准则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相应变更， 符合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

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情形。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出具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表决结果：八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附件：

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候选人简历

屈靖：男，汉族，1976�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工程师。 历任公司感染控制设备厂主任工程师、副厂长；

感染控制产品事业部副经理、副总经理；上海泰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华医疗总裁助理、监事、集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综合部部长。

屈靖先生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能够胜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要求，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未发现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情况，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认为市场禁入

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李孝利：男，汉族，1974�年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历任山东煤矿莱芜机械厂财务部副部

长；临矿集团预算处预算编审科科长、财务处高级会计师、资本运营处副处长；山东能源澳大利亚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执行董事、总经理。

李孝利先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 具备履行公司财务总监职责所必须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能够胜任财务总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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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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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4月17日以通

讯和书面方式发出通知，据此通知，会议于2019年4月28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 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蔡钊艳女士召集和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并对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发表审

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季报编报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等

有关规定的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

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

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4、因此，我们保证，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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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

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决定对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

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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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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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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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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华医疗” ）根据财政

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进行的。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

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 ），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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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依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本次会计政策的

变更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新收入准则修订的主要内容

（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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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国家统一会计制度

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规范重新评估公司主

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执行该项新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

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

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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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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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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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报备文件

1、新华医疗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新华医疗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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