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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39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20051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20-070

债券代码：

112336

债券简称：

16

太安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725

证券简称：跃岭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7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533

公司简称：掌阅科技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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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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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涛 董事 工作原因 陶云鹏

吴元东 董事 工作原因 陶云鹏

郑毅 董事 工作原因 胡北忠

张瑞彬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胡北忠

卢玉强 董事 工作原因 张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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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源电力 股票代码 00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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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焱 石海宏

办公地址 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46号黔源大厦 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46号黔源大厦

电话 0851-85218808 0851-85218944

电子信箱 yangyan@gzqydl.cn shihh@gzqyd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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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255,746.78 844,303,485.12 1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0,060,148.83 93,868,219.33 7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7,075,572.41 87,587,183.58 7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9,746,314.25 954,860,390.48 -28.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41 0.3074 7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41 0.3074 7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6% 3.5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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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25,746,716.10 15,490,849,168.99 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93,612,010.73 2,834,962,899.87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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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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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89% 48,537,507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40% 37,867,536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5.00% 15,269,845

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27% 10,000,06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3.13% 9,550,000

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 其他 2.38% 7,268,850

新疆力道广告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0% 5,200,00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高毅晓

峰2号致信基金

其他 1.65% 5,031,197

宁波宁电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48% 4,510,052

王佩华 境内自然人 1.47% 4,498,7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是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

东，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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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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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半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形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疫情带来的影响，生产经营有序推

进，改革发展取得突破，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整体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电量379,972.46万千瓦时，同比增加21.36%；实现营业收入100,

725.57万元，同比增加19.30%；实现营业利润30,474.86万元，同比增加83.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6,006.01万元，同比增加70.52%。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安全生产总体平稳，报告期内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和环保事件，有力保障了全

国两会和“两节”期间、疫情期间安全环保稳定。 大力推进技术监督工作规范化，加强公司系统27台机

组检修过程管控，发电设备管理水平持续提升，平均等效可用系数93.39%，同比增加3.92%。 光伏项目

取得重大突破，北盘江流域光照、马马崖、董箐三个光伏发电项目（共计75万千瓦）竞配成功，被纳入

2020年国家竞价补贴范围。 深入推进“法治黔源” 建设，对公司“六五”普法期间法治企业建设工作进

行总结验收，加大法律手段介入经营管理力度。 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工作，根据公司工作安排开展制度信

息系统建设，严格按照制度建设计划开展制度修、制订工作，对现行有效制度进行梳理，上半年制度修

订计划完成率已超过50%。 有序推进合规体系建设，修订完善公司本部合规管理手册，组织系统各单位

开展合规管理手册编制和上报，各级合规管理体系已基本具备运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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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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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陶云鹏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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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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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上午9:00在贵阳市都

司高架桥路46号黔源大厦4楼1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8日以书面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现场出席董事7名，董事罗涛、吴元东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会议，委托董

事陶云鹏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郑毅、独立董事张瑞彬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

董事胡北忠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职工董事卢玉强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张

志康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陶云鹏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报告和议案：

（一）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请详见刊登于

2020年8月27日巨潮资讯网上的《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二）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订工程监理合同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请详见刊登于2020年8月27日巨潮资讯网上的《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拟签订工程监理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华电和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工

程监理合同，合同金额不超过700万元。

由于该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陶云鹏、罗涛、杨宝银、吴元东、卢玉强回避表决。

（三） 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对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

告》。（请详见刊登于2020年8月27日巨潮资讯网上的《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中国华电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

由于该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陶云鹏、罗涛、杨宝银、吴元东、卢玉强回避表决。

（四）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在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金融业务的

风险处置预案》。（请详见刊登于2020年8月27日巨潮资讯网上的《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

由于该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陶云鹏、罗涛、杨宝银、吴元东、卢玉强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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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订工程监理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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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盘江公司）正在进行光照、董箐、马马崖三个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开发建设工作。

为了加快以上三个光伏项目建设，确保按期建成并网，北盘江公司拟与华电和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电和祥）签订工程监理方面的合同，合同金额不超过700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集团）为华电和祥的实际控制人，华电和祥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020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订工程监理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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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电和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8150万元

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创业街19号

法人代表：赵羽斌

成立时间：1994.11.1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110046122M

营业范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工程招标代理（取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

建设类服务中介机构、企业资质后方可经营）；机械设备租赁；建设工程：建设工程监理、电力工程施工

总承包（取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企业资质后方可经营）；电力电子成套设备、材料的仓

储；物业服务：物业管理（取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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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华电和祥总资产12,037.63万元， 净资产10,993.39万元；

2019年度营业收入7,868.52万元，2019年度净利润1,170.53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华电和祥总资产11,978.49万元，净资产10,874.18万元；2020年上半年营业

收入2,849.79万元，2020年上半年净利润-119.21万元。

华电和祥先后完成了山西大同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左云县秦家山100MW项目、 大同采煤

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左云县店湾镇100MW光伏项目、 贵州盘县鹅毛寨200MW农业光

伏发电工程1期50MW、2期30MW项目， 中电投曲阳孝墓50MWp光伏发电工程建设项目等多个光伏

项目的全程监理工作。 目前正在履行的监理合同有： 贵州罗甸县茂井镇高里100MW农业光伏电站项

目、贵州华电赫章县刺竹25� MW光伏电站项目、华电威宁县斗古七舍梁子40MW光伏电站项目、华电

威宁县黑土河30MW光伏电站项目。 华电和祥具备丰富的光伏项目工程建设监理经验，能够较好地为

北盘江三个光伏项目提供监理服务。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依据市场价格进行定价。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盘江公司拟与华电和祥签订工程监理的关联交易合同，合同内容涵盖本次光伏

项目工程所有的设计、土建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设备检测、试验、调试、试运行及竣工验收的监理

工作，并协助、配合招标人完成达标投产、工程创优、工程验收、完工结算、竣工决算等工作。

合同金额不超过700万元，具体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且交易金额及其占同类交易的比重较小，预计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影响较小，公司在交易中拥有主动权，不会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

司的独立性。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华电和祥没有发生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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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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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安堂 股票代码 00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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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祥（代职）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工业区揭阳路28号广

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麒麟园

电话 0754-88116066-188

电子信箱 t-a-t@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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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8,123,816.96 1,784,728,727.93 -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433,196.67 43,207,152.38 -3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710,608.97 23,949,853.85 -11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3,791,708.81 246,570,700.86 -182.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0% 0.83%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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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4,510,798.22 8,804,983,315.85 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46,095,760.45 5,230,371,954.78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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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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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安堂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93%

191,190,

110

0 质押 68,050,000

欧明媚 境内自然人 6.90%

52,900,

000

0 质押 52,900,000

柯少芳 境内自然人 3.89% 29,850,000 22,387,500 质押 21,16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5% 5,756,600 0

李华 境内自然人 0.58% 4,430,000 0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53% 4,100,090 0

冯炳宜 境内自然人 0.50% 3,845,000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

招商昆吾一期

结构化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44% 3,400,000 0

吴培侠 境内自然人 0.35% 2,691,900 0

夏长文 境内自然人 0.28% 2,1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的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柯少芳是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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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东太安堂

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2016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

券

16太安债 112336 2016年02月02日 2021年02月02日 90,000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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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8% 38.69%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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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3.35 -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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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至今，全球面临着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目前国外疫情仍处于高峰阶段，预计全球的疫情仍将

持续，全球性经济发展承受巨大压力。 中国政府以强有力的领导和一系列惠民措施，成功地抗击了疫情的影

响，成为目前全球为数不多战胜疫情的国家。 目前我国经济活动基本恢复正常，经济增长正在逐步恢复。

在疫情发生时，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应对，提出“转危为机，开创新格局” ，在中医药核心产品打造、

人才团队打造、互联网业务拓展、社会责任担当、数字社会打造等五方面下功夫，在战胜疫情的同时，创新和

发扬太安堂企业文化，实现公司生产经营整体平稳运行。

在疫情防控期间，公司及子公司被国家、广东省列为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及配套企业，公司通过康爱

多向湖北疫区捐赠医用物资，并带头稳定防疫物资价格。 康爱多利用其医生、专家资源及慢病会员优势，开展

线上公益防疫问诊，慢病问诊及购药服务，缓解实体医院压力，避免了普通慢病患者在实体医院交叉感染的

风险。 为国家防疫药品供应做出应有的贡献。

此次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过程中，中医、中药全程参与此次疫情的防治工作，全程发挥作用，彰显了

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公司的解热消炎胶囊源自古代治瘟疫病经典方，公司将加快以该品种为主的疫情防控

相关的中成药品种及抗菌消毒用品的生产，满足市场需求。

报告期内，在股东的大力支持和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努力，进一步拓展公司经

营，加强医药主营业务的生产管理和销售拓展，公司经营整体平稳运营。 公司在药品生产、营销、产品研发、销

售渠道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继续做好中成药药品的生产销售、拓展医药电商创新业务，公司经营布局得到

优化，医药电商康爱多销售规模稳定增长，在行业细分领域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公司以合理布局、持续发

展、经营效益为目标，围绕扩大营业规模、生产自动化升级、渠道资源整合、产品研发创新、销售与市场拓展、加

强内控规范、强化社会责任等方面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经营规模和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38,123,816.96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8.21%； 实现营业利润42,377,

516.30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30.2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433,196.67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38.82%。

2020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与管理的主要情况如下：

在销售和业务布局方面，公司继续稳固终端销售中自营、渠道代理、商业招商、批发及零售终端和电子商

务等几大体系。优化了医药电商康爱多的产品结构、积极拓展了医药电商创新性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

善销售管理体系，加强市场拓展和品牌建设，加强商务招商管理、渠道合作和市场营销，使市场网络向深度和

广度拓展。 公司继续拓展销售合作联盟建设，全力拓展销售终端市场；加强商务管理，全面拓展商业渠道合

作；迅速拓展医药电商业务，全面构建线上线下终端网络，其中药妆开创了直播带货新模式。 营销体制的改革

使公司在产品销售方面不断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完善了有利于调动一线销售人员积极性的销售政策。 在业务

拓展和创新方面，康爱多2020年持续在“互联网+药” 、“互联网+医” 及“互联网+大健康” 版块发力，通过以

打造特色化、专业化、差异化的高度垂直的慢病管理服务提供商为精准定位，在自建、第三方平台、O2O全渠

道营销、互联网医院四大板块业务上均取得快速的发展，打通了医院、医生、工业、终端和患者的连接。 其中，

E+通过为中小连锁/单体药店赋能的模式，建立了与超过50000家线下药店的合作。

在产品技术研发方面，公司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充分发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程技术中心的作用，与国

家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围绕公司重点产品开展相关科研课题研究。 报告期内，公司与广州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开展广东省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项目课题（名优产品麒麟丸二次开发）工作，获

得阶段性进展；与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合作，开展麒麟丸治疗卵巢功能不全药理学研究，获得阶段性

实验研究报告；与暨南大学合作，开展麒麟丸药效活性成分研究，获得阶段性实验研究报告；自主开展新药蛇

脂参黄软膏提升及试验研究项目，开展新药蛇脂参黄软膏的IV期临床研究工作，项目按计划推进；与北京凯

瑞创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经典名方制剂新药开发研究，项目顺利推进；麒麟丸申报美国FDA临床

研究前期准备工作顺利推进； 乌金止痛丸大蜜丸变更水蜜丸的研究工作顺利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公司的一种多功能心脏良药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专利顺利获得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

在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公司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全面严格执行新版GMP标准，提升生产质量

管理水平、生产线自动化水平和生产效率，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部门解决工艺技术难题，工序一次合格率指标稳定提高第二梯队品种在数量和种类

上已趋于稳步扩大的良好态势，心宝丸、宝儿康糖浆、解热消炎胶囊、健脾补血颗粒、产后补丸、滋肾宁神丸、夏

桑菊颗粒、长春宝丸等品种工艺技术标准提升工作取得进展，其中心宝丸、健脾补血颗粒获准列入汕头市金

平区科技规划项目，解热消炎胶囊列入汕头市、广东省防控新冠病毒感染科技攻关应急专项计划。

在环保与安全方面，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等工作，公司加强防控体系建设，对安

全、环保进行重点管理和监控，积极推动企业节能减排，降低能耗；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加大安全与环保管理

及监督力度，强化安全和环保的日常管理；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环保管理部门的各项规定进行环保自查并持续

改进，使公司的环境保护管理水平和效果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环保管理符合国家环保部的环保要求。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更是企业取得长足发展的最终力量。 企业文化对内是一种凝聚力，对外是一种

辐射力。 报告期内太安堂继续推行企业文化建设，建立共同的远景目标和价值观，激发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 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公司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积极捐助、回馈

社会。 公司认真履行对员工权益保障，认真保障企业员工的各项权益，履行企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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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20-069

债券代码：

112336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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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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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26日，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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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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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其对《企业

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进行了修订，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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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三）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

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

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亦无需对以前年

度进行追溯调整，即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9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

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

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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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权益。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及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五届九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20-067

债券代码：

112336

债券简称：

16

太安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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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在公司

麒麟园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传

真、送达、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柯少彬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

三、备查文件

经参会董事签字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20-068

债券代码：

112336

债券简称：

16

太安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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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在公司

麒麟园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传

真、送达、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符合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本

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丁一岸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进行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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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及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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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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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阅科技 60353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好胜 孙娟霞

电话 （8610）59236288 （8610）59236288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四惠东四惠大厦二

层2029E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四惠东四惠大厦二

层2029E

电子信箱 ir@zhangyue.com ir@zhangy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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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197,018.75 1,911,656,793.69 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89,682,661.43 1,240,683,659.45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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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65,882.41 180,265,207.31 -61.74

营业收入 980,200,686.68 899,624,258.00 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497,809.05 63,937,125.53 7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9,365,308.65 46,091,711.11 137.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0 5.81 增加2.7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6 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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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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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凌云 境内自然人 30.42 121,973,572 121,973,572 质押 18,150,000

成湘均 境内自然人 28.90 115,874,893 115,874,893 质押 18,150,000

王良 境内自然人 7.35 29,461,411 无

刘伟平 境内自然人 5.00 20,049,954 质押 12,545,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4 11,393,102 无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2 7,710,00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49 5,966,906 无

天津爱瑞德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1 4,863,152 无

深圳国金天吉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02 4,098,459 无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87 3,502,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报告期内，张凌云先生与成湘均先生为公司一致行动人，两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237,848,465股，占公司股本59.31%；

2、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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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持续专注于数字阅读领域，以“让阅读无处不在” 为使命，不断深耕数字阅读生态并围绕主业

不断探索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并延伸布局了教育板块。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8,020.07万元，同比增长8.9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049.78

万元，同比增长72.82%。2020年上半年，公司在付费+免费相结合的新互联网变现模式不断融合的过程中继续开拓商业

化增值业务，用户数量持续保持增长，2020年上半年平均月活跃用户数达1.7亿。

（一）数字阅读平台业务

公司秉持“用户第一”的原则，在产品、技术、服务等方面不断优化完善以提升用户体验。 一方面对阅读场景用户

交互界面升级改造，进一步贴合用户需求，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各种创新 在丰富用户权益同时也向用户提供了更多有

价值的服务。 公司运营的数字阅读平台已经打造成为 集看书、听书、娱乐社交等综合数字阅读服务平台。 报告期内，公

司阅读平台月活跃用户数量达 1.7亿，用户数量、人均阅读时长等指标均持续上涨。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于平台庞大的用户和流量规模，在付费+免费相结合的模式下凭借海量的优质内容和强大的

技术运营体系，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度精细化的运营，不断提高数字阅读平台的商业化价值。

（二）版权产品业务

优质内容的沉淀积累和基于内容提供的核心服务是数字阅读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引入了《毛泽东

传》、《陈寅恪经典著作集》、《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等数万部优质精品数字图书内容，以及包括《剃头匠》等在内的

大量漫画内容。同时，公司为丰富不同阅读场景下的内容积累，引进了《芳华》、《侯大利刑侦笔记》、《守夜者3》等在内

的约12万小时有声内容。 基于智能合成语音技术的不断成熟，为更好的满足了用户多元化、细分化、多场景化的内容获

取需求，公司积极探索并尝试智能合成语音技术。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智能合成语音技术制作了约6万小时的有声内容，

补充了公司有声内容的积累，进一步夯实了内容竞争力壁垒。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版权内容的优势，通过第三方平台分发、IP衍生价值出售等方式继续大力开发内容价值，

以实现内容多元开发和版权的多维增值。

（三）其他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延伸布局了K12教育（阅读相关），投资了从事教育图书读者服务业务的杭州云梯科技有限公司，

并于2020年7月对主营青少年课外阅读教育业务的山东约读书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进行了增资。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力数字阅读相关内容的运营，粉丝数量增长近一倍，公司将持续在短视频平

台上通过深挖优质内容满足不同垂直细分领域用户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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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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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

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2020年4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要求变更公司会计政策。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公司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2020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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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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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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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跃岭股份 股票代码 00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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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圳均 伍海红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泽国大道888号 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泽国大道8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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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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36,270.45 366,355,354.04 -2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93,135.48 31,594,346.26 -7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596,561.35 28,265,781.20 -83.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50,800.81 61,139,760.73 -111.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2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2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8% 3.25%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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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838,780.99 1,136,494,250.41 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54,396,829.46 963,276,515.22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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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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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仙明 境内自然人 12.31% 31,518,800 23,639,100 质押 11,200,000

林信福 境内自然人 9.50%

24,320,

000

18,240,000

林万青 境内自然人 8.52% 21,820,000

林申茂 境内自然人 7.55% 19,320,320

钟小头 境内自然人 7.55% 19,320,080

林斌 境内自然人 4.75% 12,160,000 9,120,000

林平 境内自然人 4.75% 12,160,000 9,120,000

芜湖长元股权

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 3,950,864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8% 3,791,040

谢声通 境内自然人 0.38% 97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林仙明、林万青、林信福、林申茂、林平、林斌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中林仙明、

林平、林斌系父子关系，林仙明、林万青、林信福、林申茂系兄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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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大幅下滑。 据海关统计，上

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2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2%，其中，出口7.71万亿元，下降3%；进口6.53万亿元，下

降3.3%。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011.2万辆和1,025.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6.8%

和16.9%，其中，乘用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75.4万辆和787.3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2.5%和22.4%，商用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235.9万辆和238.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8.6%。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以出口为主导的我公司造成了较大的不

利影响，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103.63万元，同比下降23.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9.31

万元，同比下降79.13%。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重点工作如下：

1、在营销方面，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的不断蔓延，外销业务受阻，公司加强与客户之间的联系，及时掌握各国

最新动态，与客户协商更适宜的合作方式；加大国内市场尤其是卡巴轮的销售力度，并投资建设“年产60万件卡巴轮铝

车轮技改项目” 。

2、在投资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昌益投资积极寻找考察优质项目，适当参与项目投资，为公司未来外延式扩张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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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

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财务报告附注五32。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

年初(即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

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2019年12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

号》。 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该解释，对以前年度不进行追溯。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合同负债15,974,298.41元，预收款项-15,974,

298.4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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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