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国

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国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17年9月12

日起至2017年10月16日17：00止。2017年10月17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

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国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及代理人可参加本次持有人大会并参与表决。经统计，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

表决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基金份额共计2,088,271,773.05份， 占本基金权益

登记日基金总份额2,095,512,608.16份的99.65%，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国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审议了《关于终止国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并由参

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 2,088,271,773.05

份基金份额同意，0份基金份额反对，0份基金份额弃权。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

本次会议表决的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达三分之二以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国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

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国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经本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由基金

资产列支，本次会议费用如下表：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40000

公证费 10000

合计 50000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会议议案于2017年10月

17日表决通过，自该日起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决议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

《国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有关规定， 同意终止国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为实施终止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方案，同意授权基金管理人办理本次终止基金合同的有关具

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市场情况确定清算程序及基金合同终止的具体时间，并根据《关于

终止国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说明》的相关内容对本基金实施清算并终

止基金合同” 。

基金管理人将于表决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事项实施情况

（一）决议生效后相关业务办理情况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日即2017年10月17日为本基金最后运作日， 自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之日即2017年10月18日起，本基金将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进入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后，本基金不再办理赎回、转换转出等业务，不再收取基金管理费、托管费及

销售服务费。

（二）基金财产的清算

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1）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

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2、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

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3、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 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

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4、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

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5、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15年以上，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6、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

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基金的清算费

用将由基金管理人代为支付。 此外， 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垫付清算期间产生的应收利息

等。

四、备查文件

1、《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

公告》

3、《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泰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

公告》

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0340� � �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公告编号：2017-296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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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固安县孔雀大道一号规划展馆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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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49,84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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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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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王文学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公司半数以

上董事推举董事胡学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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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独立董事朱武祥先生、段中鹏先

生、张奇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林成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下属公司拟开展固安工业园区新型城镇化项目资产证券化项目的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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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817,538 99.9987 23,700 0.001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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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292,370 99.9162 25,400 0.0013 1,523,468 0.0825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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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818,938 99.9988 22,300 0.0012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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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续聘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6,925,820 99.6790 22,300 0.321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科律师、林欢律师

（二）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0727� � �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7-058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七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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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变更、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10月17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10月16日--2017年10月17日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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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7日 （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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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6日（周一）下午15：00至2017年10月17日（周二）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栖霞区天佑路7号华东科技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 郭振隆

6、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22525269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9.7294�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2252503516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49.7289� � ％。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23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5� ％。

4、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公司增补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52526916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

反对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 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1578352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2、审议《关于聘任公司2017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52526916�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

反对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

同意 1578352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2、律师姓名：景忠、孙宪超

3、结论性意见：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七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二○一七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公司二○一七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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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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胡季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岳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袁振贤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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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1,980,140.46 8,495,211,667.05 -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610,073,193.27 4,304,618,004.10 7.10

股本 2,510,730,000.00 2,510,730,000.00 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04,460,485.80 689,850,652.47 -26.8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783,454,108.26 4,537,494,389.43 -1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07,138,648.09 450,212,211.68 3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91,156,904.69 421,551,725.04 4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47 10.19 增加3.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4 0.18 33.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4 0.18 33.33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6.62%，主要系2016年末处置所持浙江珍诚医药在

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诚医药公司” ）全部57.25%股权，珍诚医药公司本报告期不再

纳入合并范围，上年同期其系在合并报表范围内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内求内生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医药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增长较好,�按同

期可比口径（剔除珍诚医药公司营业收入因素，下同）计算，本期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

长28.43%，其中2017年第三季度（7-9月）实现营业收入14.43亿元，较上年同期可比口径增长

41.87%，环比增长16.0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非后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34.86%和40.23%，其中2017年第三季度（7-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3亿元、

扣非后净利润2.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5.48%和58.81%，环比分别增长13.80%和3.81%。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医药行业政策和市场变化，发挥康恩贝品牌和品种资源优势，开

始启动康恩贝大品牌大品种工程，并将其作为内生发展工作的抓手。公司确定了主要包括“康

恩贝”牌肠炎宁系列产品、“金笛”牌复方鱼腥草合剂、“康恩贝”牌麝香通心滴丸产品、“恤

彤”牌丹参川芎嗪注射液产品、“前列康”牌普乐安及黄莪等系列产品、“天保宁”牌银杏叶系

列产品、“金奥康”牌奥美拉唑系列产品、“金康速力”牌乙酰半胱氨酸及汉防己甲素系列产

品、“珍视明”牌滴眼液及眼健康系列产品和“康恩贝”牌三七药酒等10个品牌及相关产品组

合作为大品牌大品种工程项目，以创新寻求新的突破与发展，报告期内纳入此次大品牌大品

种工程项目的品牌及产品2017年1-9月累计完成销售收入25.88亿元，同比增长29.45%。公司内

生增长的动力和趋势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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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86,949.01 -798,9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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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6,068.19 27,627,065.2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及公司递

延收益摊销转入“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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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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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12,888,882.02 -7,325,774.44 主要系证券投资产生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914,767.04 -205,386.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342.34 -199,932.07

所得税影响额 -1,918,262.16 -3,115,244.63

合计 18,836,314.34 15,981,7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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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65,78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705,868,800 28.11 0 质押 417,93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胡季强 234,679,085 9.35 89,250,000 质押 199,250,000 境内自然人

朱麟 112,328,981 4.47 107,1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汇添富基金－海通证

券－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权益投资交易

部）

81,600,000 3.25 81,6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重庆重康创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78,042,508 3.1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73,061,831 2.91 0 无 0 国有法人

济宁领军基石医药股

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53,116,500 2.12 53,116,5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浙江大华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45,035,340 1.7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盐城市领佳基石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2,508,500 1.69 42,508,5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长江资管－招商银

行－长江资管康恩贝1

号分级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41,246,137 1.64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705,868,800 人民币普通股

胡季强 145,429,085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重康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78,042,50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3,061,831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大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5,035,340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资管－招商银行－长江资管康恩

贝1号分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246,137 人民币普通股

胡扬忠 40,331,424 人民币普通股

东阳康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6,182,123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天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9,493,68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5,815,798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胡季强先生，与胡季强先生属一致行动人

关系。

报告期内，东阳康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康联投资）执行

事务合伙人发生变更，章惠钧先生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原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季

强先生变更为有限合伙人。变更后，章惠钧先生对康联投资具有控制关系，因章惠

钧先生与胡季强先生没有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康联投资与胡季强先生及本

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不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详见2017年9月27日

披露的临2017-051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康联投资变

更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提示性公告》）

2、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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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产、负债变动幅度超过30%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1,080,237,317.11 1,912,059,943.18 -43.5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49,459,517.53 71,476,724.22 109.10

应收账款 899,273,842.85 524,157,282.39 71.57

预付款项 94,606,983.29 43,657,251.55 116.70

其他应收款 97,346,219.21 208,302,357.17 -53.27

长期待摊费用 10,155,379.14 6,422,270.54 58.13

短期借款 575,000,000.00 856,800,000.00 -32.8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36,871,858.85 784,087,958.85 -82.54

应付票据 38,572,406.19 10,395,399.79 271.05

应交税费 208,896,405.42 99,750,635.66 109.42

应付利息 549,321.92 13,077,900.86 -95.80

其他应付款 761,051,340.43 495,038,149.15 53.74

长期借款 11,754,200.00 42,254,200.00 -72.18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下降43.5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有关协议向朱麟

先生支付收购贵州拜特公司股权转让追加对价59,867.49万元，及实施2016年度利润分配支付

现金红利30,128.76万元所致。

2)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109.1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证券投资增加所致。

3)�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71.57%，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销售收入增

长所致。

4)�预付款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116.7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磐安康恩贝

药材发展有限公司预付药材款、控股子公司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江西弋阳制

药有限公司预付肠炎宁系列广告宣传费，以及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公司” ）预付研发费所致。

5)�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下降53.27%，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浙江博康医药

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珍诚医药公司股权转让剩余款项16,907.45万元所致。

6)�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长58.13%，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浙江天保

药材发展有限公司银杏种植基地预付五年土地租金所致。

7)�短期借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下降32.89%，主要系报告内公司短期借款到期偿还及公

司为进一步节约财务费用，提前偿还部分短期借款所致。

8)�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下降82.54%：

主要系报告期内， 公司根据有关贵州拜特公司股权转让的 《股权转让协议》、《盈利补偿协

议》和《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规定，应支付朱麟先生关于收购贵州拜特公司股权追加对

价第一期及第二期款（含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共计64,721.61万元所致。

9)�应付票据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271.05%，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公司

受托经营管理而纳入合并范围的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报告期内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

结算的货款增加所致。

10)�应交税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109.42%，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自有产品销售收入

及利润增加，应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增加，及应代扣代缴朱麟先生关于贵州拜特公司股权转

让追加对价第二期款项个人所得税所致。

11)�应付利息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下降95.8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支付“16康恩贝” 公

司债券利息所致。

12)�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53.74%，主要系公司自有产品销售收入增加期

末应计未付的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13)�长期借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下降72.18%，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同

时部分长期借款到期偿还所致。

(2)公司损益变动幅度超过30%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营业成本 1,056,764,492.99 2,383,031,215.14 -55.65

税金及附加 66,359,919.86 42,800,016.14 55.05

销售费用 1,546,230,401.62 1,133,499,603.67 36.41

财务费用 41,489,096.70 91,798,550.20 -54.80

资产减值损失 6,213,758.78 22,877,296.47 -72.84

投资收益 -11,307,947.11 -3,367,413.35 -235.81

其他收益 32,271,095.06 100.00

营业外收入 3,280,745.40 53,671,917.19 -93.89

营业外支出 4,930,021.86 7,782,445.60 -36.65

所得税费用 130,168,404.17 99,202,383.37 31.21

1)�营业成本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55.65%，主要系2016年末处置所持珍诚医药公司全

部57.25%股权，珍诚医药公司本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上年同期其系在合并报表范

围内。

2)�税金及附加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55.05%，主要系报告期内依据《增值税会计处理

规定》（财会〔2016〕22号）以及《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解读》，将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列报于税金及附加项目，而去年同期仍列报于管理费用所致。

3)�销售费用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36.41%，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自有产品销售收入增

加，销售费用相应增加所致。

4) �财务费用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54.80%，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进一步加强资金管

理，优化借款结构，期末公司银行借款规模较上年同期期末余额下降69.42%，利息支出较上年

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72.84%，主要系2016年末处置所持珍诚医药公

司全部57.25%股权，珍诚医药公司上年同期资产减值损失较大，本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所致。

6)�投资收益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235.81%，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处置2016年末留存

的佐力药业股票及钱江生化股票分别确认投资损失1,202.73万元、782.85万元所致。 截至2017

年6月30日，公司持有的佐力药业股票和钱江生化股票已全部处置完毕，因处置该两项股票累

计获得收益分别为49,275.38万元和1,122.31万元。

7)其他收益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100.00%，主要系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本公司执行新修订的《政府补助

准则》，本期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列报于“其他收益” ，而上年同期仍列报于营业外收

入所致。

8)�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93.89%，主要系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

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本公司执行新修订的《政府补

助准则》，将报告期内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共计3,227.11万元列报于“其他收益” ，而上

年同期仍列报于营业外收入所致。

9)�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36.65%，主要系根据《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地

方税务局关于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通知》（浙财综

〔2016〕43号），《关于暂停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有关事项的公告》（浙江省地方税务局2016

年第19号）的规定，浙江省自2016年11月1日起暂停向本公司及其所处浙江省的下属子公司征

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所致。

10)�所得税费用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31.21%，主要系公司本期经营性所得增加，应计

缴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3)公司现金流量变动幅度超过30%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4,297,465.57 413,430,535.46 -197.7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0,754,423.18 109,123,211.54 -971.27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97.79%，主要系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

支付收购贵州拜特公司股权之追加对价款项59,867.49万元其中51%部分计入投资支付的现

金，及公司证券投资增加，导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及上年同期有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到期

解付5.65亿元，及子公司贵州拜特公司2亿元理财产品赎回，收到的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所致。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971.27%，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发行

“16康恩贝” 公司债券取得募集资金净额10.912亿元，导致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较

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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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9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康恩贝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4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15,886万股新股（详见于2017年9月12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2017-047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不超过109,300万

元（含发行费用），数量不超过15,886万股，发行价格不低于6.88元/股，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公

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 截至目前，公司

尚在积极组织、准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工作。

2、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本着共同促进资本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票，计

划在首次增持之日起未来6个月内，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累计增

持股数不少于18,000,000股，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自2017年6

月19日起首次增持公司股份1,200,000股，到9月29日已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8,009,457股。（详见

于2017年6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临2017-037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3、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008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

额不超过11亿元的公司债券。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发行11亿元公司债券，债券期限为5年期，

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票面利率为3.17%。公司已于2017

年9月26日支付自2016年9月26日至2017年9月25日期间的利息。（详见于2017年6月19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2017-049号《浙

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2017年付息公告》）

4、2016年11月28日，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

据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发行总额不超过20亿元的

超短期融资券，所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置换金融机构借款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简称：交易商协会)认可的其他用途；同意公司申请发行总额不超过15亿元的中期票

据，所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置换金融机构借款、用于项目建设及交易商协会认可的其

他用途。

2017年6月6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7]SCP186

号），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详见于2017年6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2017-030号《浙江康恩贝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公司超短期融资券获批后暂未实施。

2017年9月18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7]

MTN495号），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5亿元人民

币，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详见于2017年9月1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2017-050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发行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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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季强

日期 2017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0983� � � �证券简称：惠而浦 公告编号：2017-040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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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曹若华女士提交的书面辞呈。 曹若华女士因个人原因申

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提名、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职务。曹若华女士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曹若华女士的辞职将导致本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足四名， 且低于董事会成员人数的

三分之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规定，曹若华

女士的辞呈将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在此期间，曹若华

女士将继续履行其独立董事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曹若华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认真履行职责，勤勉尽责，充分行使职权，为公司规范运作和

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公司董事会对曹若华女士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0228� � � �证券简称：*ST昌九 公告编号：2017-059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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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0�月17日，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朱丽燕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朱丽燕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朱丽燕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勤勉尽责， 公司董事会对她的辛勤工作及做出

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18日

证券简称：茂业通信 证券代码：000889� � � �公告编号：2017-85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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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于

2017年10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载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根据相关监管要求，深交

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进行事后审核。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深交所对本公司的重组问

询函。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

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7年10月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进展公告。同时提醒投资者，以本公司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发布的信息为准，请注意投资风险。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1992� � �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编号： 临2017－082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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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金隅大成开发有限公司

于2017年10月17日通过拍卖方式取得承德市营子矿区鹰手营子镇北山地块 （编号为2017

[03]号）的土地使用权，项目用地面积为48,902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为107,584平方米，成

交总价为6,144万元。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目前，公司拥有该项目 100%权益。 由于项

目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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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

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572� � � �公司简称：康恩贝

第三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