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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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艾立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松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龚妮保证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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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5,983,021.12 2,331,111,152.05 3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85,775,961.29 1,833,431,938.46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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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980,594.40 109,734,496.46 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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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4,841,039.76 1,261,780,293.06 2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902,232.86 224,024,186.04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6,920,689.23 194,534,903.64 6.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3 12.54 减少1.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7 0.574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4 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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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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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083.43 14,760,438.4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378,051.48 7,243,666.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7,302.46 -837,706.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717.96 -49,199.1

所得税影响额 -476,613.55 -3,192,809.20

合计 3,064,500.94 17,981,5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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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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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艾华投资有限公司 190,493,063 48.84 0 质押 16,509,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安安 63,260,438 16.22 0 质押 11,024,000 境内自然人

艾立宇 6,825,000 1.75 0 质押 1,378,000 境内自然人

殷宝华 5,765,593 1.48 0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307,633 1.36 0 未知 未知

袁烨 4,419,700 1.13 0 质押 1,690,00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

德泓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349,000 0.86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00,000 0.85 0 未知 未知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3,008,547 0.77 0 未知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淡水泉精选1期

2,592,200 0.66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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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艾华投资有限公司 190,493,063 人民币普通股 190,493,063

王安安 63,260,438 人民币普通股 63,260,438

艾立宇 6,8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25,000

殷宝华 5,765,593 人民币普通股 5,765,59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307,633 人民币普通股 5,307,633

袁烨 4,419,700 人民币普通股 4,419,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泓富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4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49,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盛世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3,008,547 人民币普通股 3,008,54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水泉精

选1期

2,592,2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湖南艾华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艾立华与王安安为夫妻关系；艾立华与艾立宇为兄

弟关系。 2、在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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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本报告期未 上年度未

本报告期比上

年度未增减

（%）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77,173,448.57 576,969,407.97 -69.29

主要是期末闲置资金用于理财，期末持有

货币资金减少

应收票据 27,772,813.00 8,013,306.91 246.58 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没有及时背书出去

预付款项 35,932,385.52 22,216,827.02 61.74 预付的设备款、工程款

其他应收款 14,682,168.17 5,684,730.95 158.27

主要是与参股公司江苏力清源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的往来款增加

存货 423,546,036.93 304,751,259.68 38.98

销售规模增加，相应地存货增加，同时原

材料采购紧张，适当的增加了主要原材料

的备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3,327,177.77 -100.00 收回雅安艾华资产处置款

其他流动资产 955,902,727.60 62,449,123.31 1,430.69 理财产品量增加

长期应收款 2,293,290.45 -100.00 收回雅安艾华资产处置款

长期待摊费用 9,374,268.31 2,606,550.14 259.64 租赁的厂房装修支出

递延所得税资产 798,808.41 196,399.05 306.73

存货跌价准备金的计提增加导致递延所

得税资产增加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85,902,571.00 393,721,674.89 48.81 本期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量增加

其他应付款 2,906,747.43 5,787,530.29 -49.78

主要是支付了新疆金泰新材料技术有限

公司的投资款

应付债券 526,776,937.85 #DIV/0! 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实收资本（或股本） 390,001,656.00 300,000,000.00 30.00 本期股票分红10送3

利润表项目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未 上年初至报告期未

比上年度同期

增减（%）

原因说明

（1-9月） （1-9月）

营业成本 1,113,725,394.46 825,430,977.36 34.93

销售量增长，营业成本相应地增长，由于

原材料涨价，营业成本增长幅度略大于销

售增长幅度

研发费用 56,812,448.07 42,688,897.85 33.08 研发项目增加，研发投入增加

利息费用 15,437,416.10 128,128.48 11,948.39 本期发行可转债所致

利息收入 7,593,152.34 2,456,022.89 209.16 本期存款增加致利息收入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7,208,314.91 5,043,761.71 42.92

本期存货增加导致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增

加

其他收益 1,268,200.00 731,600.00 73.35 本期收到的政府项目资金增加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7,181,758.99 21,556,576.40 -66.68

本期到期理财产品较上期减少，本期确认

的收益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50,072.41 -685,299.97 -92.69 本期固定资产处置较上期少

营业外支出 1,674,663.90 632,914.53 164.60 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未 上年初至报告期未

比上年度同期

增减（%）

原因说明

（1-9月） （1-9月）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9,881,721.48 4,753,460.25 107.88 主要是收到的利息收入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52,586,201.43 84,038,657.47 -37.43

本期上半年利润同比下降及税率下调影

响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7,243,666.71 21,556,576.40 -66.40

本期到期理财产品较上期减少，本期确认

的收益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6,692,757.31 1,300,589.41 414.59

主要为子公司雅安公司注销，雅安公司收

回的资产处置款

投资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 1,312,696.07 204.72

本期支付新疆金泰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106,961,200.00 315,500,000.00 567.82 本期理财产品规模增加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678,562,000.00 本期发行可转债6.9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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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艾立华

日期 2018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3989� � �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18-089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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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9日以

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艾立华董事长

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 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同日披露的《艾

华集团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91）。

表决结果： 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同日披露的《艾

华集团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91）。

表决结果： 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 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有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同日披露的《艾华集团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094）。

表决结果： 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989� � �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18-090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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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

2018年10月29日下午在艾华集团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远彬主持，参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以举手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资料，并对

公司编制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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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反映了本报告期公司的实际情况，所记载事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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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不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黄远彬先生、赵新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 人，任期为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

同日披露的《艾华集团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91）。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989� � �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18-091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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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应按程序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

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本次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说明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相关事宜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如下（简历附

后）：

（一）同意提名艾立华先生、王安安女士、殷宝华先生、艾立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二）同意提名古群女士、徐莉萍女士、熊翔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以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任期自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之日起三年。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

事会之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继续履行职责。

公司将按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独立董事候选人材料，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及提名人声明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1、本次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提名合法有效。

2、根据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经过对董事候选人资格的审查，充分了解被提名人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

情况后，未发现有《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认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独立董事不存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规定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董事会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均符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资格和条件要求。

3、同意提名艾立华、王安安、殷宝华、艾立宇四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古

群、徐莉萍、熊翔三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4、同意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换届相关事宜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1名，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公司于2018年10月29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黄远彬、赵新国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任期自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

届监事会之前，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继续履行职责。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将与经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上述董事候选人及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的其他情况。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附件：董事、监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艾立华，男，1958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中学历，曾任职于益阳县电容器厂，历任

技术员、车间主任；先后创建益阳资江电子元件厂和益阳资江电子元件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艾华投

资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及电容器分会理事长、湖

南省工商联副主席，湖南省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益阳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益阳市工商联名誉主

席。

王安安，女，1966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在读EMBA，曾任职于益阳县电容器厂，历

任益阳资江电子元件厂副厂长、益阳资江电子元件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艾华投资董事、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湖南省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湖南省妇女儿童

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益阳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殷宝华，男，1969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主修

电子工程，曾任职于广东华信英锋电子有限公司、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华公司总工程师；荣获

广东肇庆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广东省电子工业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等荣誉，现任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

艾立宇，男，196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经济师。益阳赫山区工商业联合

会、总商会副会长、赫山区政协委员。曾荣获益阳市赫山区推进新型工业化先进个人。历任农业银行益阳市

分行主任、益阳资江电子元件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古群，女，1964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历任西南计算机工业公司程序设

计员，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主任、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现任中国电子

元件行业协会秘书长。

熊翔，男，1963年2月出生，博士研究生。长期从事粉末冶金航空摩擦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多次主持和承

担国家级科技攻关和军工新材料攻关项目，获国家发明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

三等奖1项。1999年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 ，并荣获第二届湖南省青年科技奖，2000年获第四届

“中国青年科技创新优秀奖” ，2001年荣获第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

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莉萍，女，196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曾入选国家教育部“新世纪”

人才支持计划，荣获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南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现任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财务管理系主任，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理事，湖南省会计学

会理事，湖南省致公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致公党妇女委员会副主任。

三、监事候选人简历

黄远彬，男，45岁，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技术中心

主任。现任公司技术中心总监。

赵新国，男，41岁，本科学成。曾荣获“全国质量先进个人” 称号。曾任公司品管部部长、质量技术部部

长、制造部部长，厂长助理。现任一分厂厂长兼五分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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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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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8�年6月15日，财务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对一般企业现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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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变更公

司会计政策，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要

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 收票据” 和“应收账

款” 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项目；

2、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和“其他应收款” 项目合并计 入“其他应收款” 项目；

3、资产负债表中原“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科目改为“持有待售资产” 、原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

债” 科目改为“持有待售负债” ；

4、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固定资产清理” 和“固定资产” 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 项目；

5、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工程物资” 和“在建工程” 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 项 目；

6、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 付票据” 和“应付账

款” 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项目；

7、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和“其他应付款” 项目合并计 入“其他应付款” 项目；

8、将资产负债表中原“专项应付款” 和“长期应付款” 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 项目；

9、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 行项目，将利润表中原计入“管理费用” 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在该新增

的项目中列示；

10、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 分别反映企业为筹集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和企业确认的利息收入。

（二）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通知规

定的起始日执行。

（三）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采用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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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中的规定执行相关部分。其他未修改部分，仍按照 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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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调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

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四、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财务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的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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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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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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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9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刘聪颖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

展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刘聪颖先生已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刘聪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刘聪颖先生简历如下：

刘聪颖，男，198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1年毕业于英国南岸大学，国际金融和

银行专业，硕士学历。曾任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行部高级业务经理、珠海建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三

部投资总监。2017年3月起任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监。

刘聪颖先生的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桃花仑东路（紫竹路南侧）

联系电话：0737-6183891

传真：0737-4688205

邮箱：lcy@aihuaglobal.com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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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8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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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11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8年11月16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益阳市赫山区桃花仑东路（紫竹路南侧）艾华集团办公楼1楼第2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11月16日

至2018年11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董事（4）人

1.01 关于选举艾立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1.02 关于选举王安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1.03 关于选举殷宝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1.04 关于选举艾立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2.01 关于选举古群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关于选举徐莉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关于选举熊翔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3.01 关于选举黄远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

3.02 关于选举赵新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项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

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989 艾华集团 2018/11/1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现场登记

1、个人股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人账户卡。

2、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有效证明、加盖公章的法人股东营业执

照复印件和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的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账户卡。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8年11月14日上午8:00一12:00，下午1:00一5:00（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三）登记地点：湖南省益阳市桃花仑东路（紫竹路南侧）艾华集团证券部

六、

其他事项

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时间预计2小时，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等费用自理

2、联系人：刘聪颖

3、联系电话：0737-6183891；传真：0737-4688205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8年11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1 关于选举艾立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02 关于选举王安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03 关于选举殷宝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04 关于选举艾立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01 关于选举古群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关于选举徐莉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关于选举熊翔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3.01 关于选举黄远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3.02 关于选举赵新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

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

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

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

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

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

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

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

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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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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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将进行换届选举。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就选举产生职

工代表监事人选事项进行了审议。经参会职工代表现场选举并表决通过，产生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监事为

黄艳波先生（简历附后）。

职工代表监事黄艳波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黄艳波，男，48岁，大专学历。曾任公司二分厂企管部部长助理、制造部部长助理，二分厂企管部副部长，

二分厂生管部部长。现任公司生管中心订单管理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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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新进入及退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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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发布的《关于印发〈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18年版）〉的通知》（国卫药政发〔2018〕31号），经统计，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含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共有43个中药品种、76个化药品种合计119个

批文的药品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以下简称“2018年版基药目录” ），含：公

司全资子公司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3个中药品种、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

10个化药品种和1个中药品种、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3个中药品种和17个

化药品种、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19个中药品种和8个化药品种、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7个化药品种、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希陶绿色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10个中药品种和6个化药品种、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17个

化药品种以及公司母公司7个中药品种和11个化药品种。其中有较好市场销售基础的主要产品

有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金奥康” 奥美拉唑肠溶（含胶囊、注射剂）、草酸艾司

西酞普兰片；公司母公司的“前列康” 普乐安（含片剂、胶囊剂）、“天保宁” 银杏叶片；江西康

恩贝中药有限公司的牛黄上清胶囊；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的“必坦” 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

囊、“天保宁” 银杏叶胶囊和蒙脱石散等。

上述公司纳入2018年版基药目录的品种中，非那雄胺片等7个批文药品（涉及5个品种）新

增进入2018年版基药目录，地红霉素肠溶片等2个批文药品（2个品种）退出2018年版基药目

录。有关新增和退出2018年版基药目录品种情况如下：

序

号

增减变

化

批准文号 药品名称 规格 适应症 生产企业

1 新增 国药准字H20051921 非那雄胺片 5mg

适用于治疗已有症状的良

性前列腺增生症(BPH)。

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

公司

2 新增 国药准字H20073616

铝碳酸镁咀

嚼片

每片0.5g

1.慢性胃炎。2.与胃酸有关

的胃部不适症状，如胃痛、

胃灼热感（烧心）、酸性嗳

气、饱胀等。

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

公司

3 新增 国药准字H20060592

盐酸吡格列

酮片

15mg(以吡格列

酮计)

用于2型糖尿病的治疗。

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

公司

4 新增 国药准字H20080587

盐酸吡格列

酮片

30mg(以吡格列

酮计)

用于2型糖尿病的治疗。

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

公司

5 新增 国药准字H20153293

注射用哌拉

西林钠他唑

巴坦钠

2.25g(哌拉西林

2.00g与他唑巴坦

0.25g)

适用于对哌拉西林耐药，

但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

感的产β内酰胺酶的细菌

引起的中、重度感染。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

6 新增 国药准字H20130106

草酸艾司西

酞普兰片

10mg(按艾司西

酞普兰计)

治疗抑郁障碍。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

7 新增 国药准字H20130105

草酸艾司西

酞普兰片

5mg(以艾司西酞

普兰计)

治疗抑郁障碍。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

8 删除 国药准字H20051415

地红霉素肠

溶片

0.125g

适用于12岁以上患者，用

于治疗敏感菌引起的轻、

中度感染：慢性支气管炎

急性发作、急性支气管炎、

社区获得性肺炎等。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

9 删除 国药准字H36020173 制霉素片 50万单位

口服用于治疗消化道念珠

菌病。

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

有限公司

一、公司新增进入2018年版基药目录的品种情况

公司上述新增进入2018年版国家基药目录的品种生产销售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品种 销售

公司品种销售收入

中国药学会677家样本公立医院采购

数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1-9月

2016年 2017年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

钠

26.29 4.29 0.00 126280 140806

非那雄胺片 485.87 528.58 451.59 25910 24784

铝碳酸镁咀嚼片 222.68 126.47 103.03 11011 10793

盐酸吡格列酮片 590.75 652.21 567.79 12211 9903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440.43 979.36 1,494.88 35853 41668

二、公司退出2018年版基药目录的品种情况

单位:万元

品种 销售

公司品种销售收入 中国药学会677家样本公立医院采购数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1-9月

2016年 2017年

地红霉素肠溶片 531.81 443.06 383.10 2058 1554

制霉素片 0.00 0.00 0.00 93 114

公司退出2018年版基药目录的2个品种地红霉素肠溶片和制霉素片2016年、 2017年和

2018年1-9月的销售收入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不足0.1%， 该2个品种退出基药目录对

公司影响有限。

本次公司产品在2018版基药目录的增减调整， 总体对公司相关品种今后的销售会有积极

促进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产品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0671�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8-260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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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58， 该公告所述回购股份预案简称 “本次回购预

案” ）。现对该公告补充披露如下：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预案倡议人为公司董事局，公司已在该公告中披露了公司董事局

全体成员在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及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

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

现对倡议人未来6个月未有减持计划事项补充更新如下：本次回购股份预案倡议人董事

局全体成员确认未来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计划。

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经公司第

九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公告正文中列示，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符合上述规定。公司拟在上述

实施期限范围内，在满足回购条件的前提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

个月内达到回购规模，公司对此情况在重要事项中做出说明。

现对上述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 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议案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在满足回购实施条件的前提下，公司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6个月内达到回购规模。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989� � � �公司简称：艾华集团

债券代码：113504� � � �债券简称：艾华转债

第三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600851/900917� � � �证券简称：海欣股份/海欣B股 公告编号：2018-022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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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上海松江洞泾工

业公司（以下简称“松江洞泾” ）关于股份划转的通知函。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2018年10月29日，松江洞泾经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递交了证券划转申请表，拟将松江洞泾名下“申万宏源洞泾工业1号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 ）持有的2,082,000股公司股份（无限售流通股）划转至松江

洞泾证券账户名下。同日，资管计划所持有的股份被自动冻结，待划转成功后该部分股份将

自动解除冻结。

本次冻结前，松江洞泾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数为0；本次冻结后，松江洞泾所持公司股份

被冻结数为2,08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

本次划转及冻结不涉及所有权的转移，不会导致松江洞泾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动。截至

公告披露日，松江洞泾共持有公司股份82,08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0%。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