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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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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360,75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5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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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华医药 股票代码

0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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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炯（代） 都培田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梨园街

3517

号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梨园街

3517

号

电话

0536－8553373 0536－8553373

电子信箱

dongmi_002107@163.com zhengdai_002107@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前身可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的万和堂药庄，是一家拥有二百多年历史，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中成药生产企业。 目前，公司拥有15个中成药独家品种，公司主导产品为心可舒片、骨疏康、荷丹片。

（二）主要产品

心可舒片，由丹参、三七、葛根、山楂、木香五味中药精制而成，具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之功效，用于气

滞血瘀型冠心病引起的胸闷、心绞痛、高血压、头晕、头痛、颈项疼痛及心律失常、高血脂等症。 该组方不含

冰片成分，对胃肠道无刺激作用；不含虫类药成分，无毒性蓄积，无异体蛋白过敏反应；临床使用20多年，未

发现任何严重不良反应。

骨疏康，由淫羊藿、熟地黄、骨碎补、黄芪、丹参、木耳、黄瓜籽七味中药精制而成，具有补肾益气，活血壮

骨之功效，主治中老年骨质疏松症，伴有腰脊酸痛，足膝酸软，神疲乏力等症状者。

荷丹片,�由荷叶、丹参、山楂、番泻叶、补骨脂五味中药精制而成，具有化痰降浊、活血化瘀，治疗高脂血

症的作用，是国家级中药三类新药和国家配方专利产品，全国独家产品。

（三）行业发展阶段及周期性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

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我国中医药资源总量仍然不足，中医药服务领

域出现萎缩现象，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薄弱；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缺乏，继承不足、创新不够；中药产业集中度

低，野生中药材资源破坏严重，部分中药材品质下降，影响中医药可持续发展。 中医药行业作为与人民健

康、生活水平、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行业之一，为典型的弱周期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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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774,415,740.26 726,646,140.74 6.57% 562,845,61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651,518.39 57,031,878.59 -19.95% 48,809,43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1,783,902.91 55,288,405.17 -24.43% 45,911,295.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883,591.47 123,881,287.06 -12.91% 72,909,796.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0.16 -18.75%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0.16 -18.75%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9% 11.02% -3.03% 10.1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22,375,081.54 855,495,508.77 7.82% 705,626,46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4,045,642.81 548,394,124.42 8.32% 489,016,058.7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5,240,304.65 172,748,784.22 201,644,241.41 214,782,40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29,854.39 20,718,177.31 8,163,900.51 -460,41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097,435.02 20,204,407.16 8,520,302.62 -4,038,24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96,505.27 18,009,180.23 31,448,652.43 42,729,253.5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34,05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4,05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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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证万融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27% 181,341,477

张戈 境内自然人

1.74% 6,286,720 4,715,040

赵军 境内自然人

1.47% 5,316,834 3,987,625

张法忠 境内自然人

1.03% 3,724,309 3,724,309

刘增 境内自然人

0.61% 2,187,300

谢玉玲 境内自然人

0.39% 1,411,944

石建军 境内自然人

0.34% 1,228,161

杨爱荣 境内自然人

0.25% 917,720

冯碧群 境内自然人

0.25% 894,713

张宁 境内自然人

0.23% 823,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北京中证万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赵军、张戈、张法忠等四名发起人股东之间，四

名发起人股东与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人。

2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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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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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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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践行核心使命、核心价值观，坚持独家品种“护城河”和“能力圈”的核心战略，依托强

大的企业文化和强大的独家产品线两大“独门利剑” ，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实现营业总收入77,441.57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65.15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19.95%。

一、2018年度战略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面对外部严峻形势，董事会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企业持续健康良性

发展。

1、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强文化和强独家产品线的

优势，加速推动资源共享、协同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 骨疏康与其他OTC品种协同谈判，OTC市场销量保

持上涨；脑血疏口服液共享公司等级医院市场渠道，销量快速上升。 二是落地精细化管理动作，依法合规开

展学术营销，树立品牌形象，推动心可舒持续上量。 三是利用自营销售团队优势，对市场进行深入分析，找

准切入点，深挖市场潜力，广覆盖，强动销，占领各级终端。 四是积极与相关领域机构、专家合作，开展循证

医学研究，多篇研究文献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期刊收录。

2、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落地“资源共享、协同增效” ， 不断加宽加深“护城河” ，打造强大独家产品线，主要做

了以下工作：一是通过老产品二次开发、保健品开发等形成多线并举的研发格局，日益丰富强大的独家产品

线。 二是积极开展专利申报，通过专利保护，不断加宽加深“护城河” ,全年共取得发明专利授权3项。 三是

积极开展心可舒片（胶囊）、脑血疏口服液、参枝苓口服液、荷丹片（胶囊）等品种工艺优化研究，保疗效、提

质量、降成本。

3、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工厂紧紧围绕“四保一降”开展工作，以“防风险” 、“提质量” 、“保供应”为切入点，大力推

动精细化管理落地，完成全年供货工作。 一是成立工厂精细化管理领导小组，通过制度化、流程化、表格化、

信息化等手段，梳理优化各项业务流程，做精做细每一个生产关键环节，全面提升公司精细化管理水平。 二

是狠抓GMP日常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全年实现产品市场抽检合格率100%，顺利通过各级飞检及省局GMP

认证检查，并于2018年12月取得《药品GMP证书》。 三是开展设备改造，提升设备自动化水平，提高生产效

率，进一步释放产能。 四是积极应对中药饮片监管要求，持续开展供应商现场审计工作，从源头保证产品质

量。 同时借助资源共享协同采购，降低采购成本。

4、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落实核心价值观，推动落地精细化管理，打造高效管理团队，提升公司整体管理水

平。 一是大力倡导和推动精细化管理落地，将精细化管理落实到管理的方方面面。 全面梳理优化岗位职

责、业务流程及信息化流程，有效提升管理效率。 二是持续开展运营分析、监督调研，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促使管理提升。 三是细化预算管理，重点加强过程考核，进一步提升公司预算管理水平。 四是与公司所在

地高等院校合作开设“沃华班” ，实现人才定制，源源不断的为公司提供符合文化理念的优秀人才。 五是坚

持办好“好习惯训练营” ，开展各级培训课程，训练、选拔、输出管理人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心可舒片

385,093,531.64 319,899,518.75 83.07% 3.49% -0.70% -3.51%

骨疏康

191,050,733.65 138,896,746.97 72.70% 22.17% 23.98% 1.06%

荷丹片

43,543,989.08 34,155,226.98 78.44% -57.75% -57.98% -0.44%

其他

154,727,485.89 104,199,626.41 67.34% 62.68% 91.28% 10.0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

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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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2018年6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 该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的要求编制财务

报表。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比较期间财务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①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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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④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⑤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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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⑧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⑨原列示于“营业外收入”下的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调整列示于“其他收益” ，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1

合并报表

2017

年度其他收益

2017

年度营业外收入

增加

34,013.24

元

减少

34,013.24

元

公司报表

2017

年度其他收益

2017

年度营业外收入

增加

32,073.76

元

减少

32,073.76

元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

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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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年通过设立方式取得1家子公司，为北京誉有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4）对2019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丙贤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07� � �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2019-005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一、2018年度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情况

1、 公司2018年财务报表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出具了瑞华审字【2019】

9601000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是：本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2月31日合并及公司的财务状

况以及2018年度合并及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774,415,740.26 726,646,140.74 6.57% 562,845,61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651,518.39 57,031,878.59 -19.95% 48,809,43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1,783,902.91 55,288,405.17 -24.43% 45,911,295.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883,591.47 123,881,287.06 -12.91% 72,909,796.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0.16 -18.75%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0.16 -18.75%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9% 11.02% -3.03% 10.1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22,375,081.54 855,495,508.77 7.82% 705,626,46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4,045,642.81 548,394,124.42 8.32% 489,016,058.70

二、财务状况

1、资产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比重增减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货币资金

322,919,227.83 35.01% 304,874,284.97 35.64% -0.6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0,940,312.15 13.11% 157,659,248.24 18.43% -5.32%

存货

83,873,279.88 9.09% 56,844,232.47 6.64% 2.45%

固定资产

235,227,063.49 25.50% 236,381,431.95 27.63% -2.13%

在建工程

26,273,526.09 2.85% 2.85%

其他应收款

27,418,846.98 2.97% 18,645,178.63 2.18% 0.7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228,641.92 2.74% 690,500.00 0.08% 2.66%

（1）存货年末数为83,873,279.88元，较年初增长47.55%，主要系报告期内库存商品、在产品储备增加所

致。

（2）其他应收款年末数为27,418,846.98元，较年初增长47.06%，主要系报告期内营销备用金增加所致。

（3）在建工程年末数为26,273,526.09元，较年初增加26,273,526.09元，主要系报告期内机器设备投资增

加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年末数为25,228,641.92元，较年初增长3,553.68%，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设备及土地

款所致。

2、负债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比重增减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

%

）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

%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1,617,123.62 3.43% 20,574,334.80 2.40% 1.03%

应交税费

11,753,424.31 1.27% 17,649,480.75 2.06% -0.79%

其他应付款

61,402,407.18 6.66% 65,175,642.54 7.62% -0.96%

其他流动负债

93,455,781.01 10.13% 41,821,132.97 4.89% 5.24%

递延收益

11,133,215.04 1.21% 7,899,889.04 0.92% 0.2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7,784,612.87 3.25% -3.25%

应付职工薪酬

9,480,394.71 1.03% 9,123,813.02 1.07% -0.04%

（1）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年末数为31,617,123.62元，较年初增长53.67%，主要系报告期内应付材料采购

款增加所致。

（2）其他流动负债年末数为93,455,781.01元，较年初增长123.47%，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提销售费用增加

所致。

（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年末数为0元，主要系报告期按合同约定支付2015年通过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取得子公司剩余投资款所致。

3、股东权益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股本

360,756,000.00 360,756,000.00 0.00%

资本公积

2,346,187.13 2,346,187.13 0.00%

盈余公积

14,717,620.01 9,437,521.91 55.95%

未分配利润

216,225,835.67 175,854,415.38 22.9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94,045,642.81 548,394,124.42 8.32%

少数股东权益

101,731,648.94 107,387,192.17 -5.27%

三、经营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774,415,740.26 726,646,140.74 6.57%

营业成本

177,264,621.15 156,700,322.07 13.12%

税金及附加

15,324,293.35 16,004,600.25 -4.25%

销售费用

457,045,162.73 390,365,469.39 17.08%

管理费用

34,351,848.75 29,436,703.68 16.70%

研发费用

40,494,507.50 15,631,848.99 159.05%

财务费用

2,243,014.83 9,298,767.44 -75.88%

资产减值损失

8,493,051.46 20,702,484.05 -58.98%

其他收益

4,983,224.97 3,298,027.40 51.10%

营业利润

44,182,465.46 91,803,972.27 -51.87%

营业外收入

925,457.74 8,532.51 10,746.25%

营业外支出

1,507,181.94 114,995.30 1,210.65%

利润总额

43,600,741.26 91,697,509.48 -52.45%

所得税费用

3,604,766.10 10,899,573.40 -66.93%

净 利 润

39,995,975.16 80,797,936.08 -50.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651,518.39 57,031,878.59 -19.95%

少数股东损益

-5,655,543.23 23,766,057.49 -123.80%

（1）研发费用本期发生额40,494,507.5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9.05%，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费用投入增

加所致。

（2）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2,243,014.83元，较上年同期降低75.88%，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增加、现金

折扣减少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8,493,051.46元，较上年同期降低58.98%，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无形资产

减值准备减少所致。

（4）其他收益本期发生额为4,983,224.9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10%，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收到的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为925,457.7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746.25%，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收到处置

老厂区土地基础设施配套费补偿款所致。

（6）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额为1,507,181.9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10.65%,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捐赠支出

增加所致。

（7）所得税费用本期发生额为3,604,766.10元，较上年同期降低66.93%，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济顺制

药、康辰药业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8）净利润本期发生额为39,995,975.16元，较上年同期降低50.50%，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济顺制药、

康辰药业净利润减少所致。

四、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46,905,696.74 797,474,809.48 18.7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39,022,105.27 673,593,522.42 24.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883,591.47 123,881,287.06 -12.9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39,481.00 38,380.00 2,608.3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3,265,386.07 15,074,973.99 319.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225,905.07 -15,036,593.99 -313.83%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08.05 1,649,303.03 -99.8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784,612.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82,504.82 1,649,303.03 -1,784.5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875,181.58 110,493,996.10 -83.82%

1、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718.93万元,�降低313.83%，主要系报告期

内支付的设备及土地款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943.18万元,� 降低1,784.50%，主要系报告

期内按合同约定支付2015年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剩余投资款所致。

五、公司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资产负债率

24.57% 23.34%

流动比率（倍）

2.64 2.84

速动比率（倍）

2.23 2.54

六、资产营运能力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数）

6.36 7.51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57 48

存货周转率（次数）

2.49 2.64

存货周转天数

145 136

以上财务决算报告，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07� � �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2019-009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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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1月30号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日期及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6月2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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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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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8〕15�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

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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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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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8、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9、原列示于“营业外收入”下的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调整列示于“其他收益” ，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1

合并报表

2017

年度其他收益

2017

年度营业外收入

增加

34,013.24

元

减少

34,013.24

元

公司报表

2017

年度其他收益

2017

年度营业外收入

增加

32,073.76

元

减少

32,073.76

元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

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经认真审核，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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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认真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本次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更客观、公允

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其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07� � �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2019-010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2018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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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19年2月22日（星期五）15:00–17:00举行2018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本次业绩

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召开，投资者可登录“全景 ·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公司2018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总裁李盛廷先生，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代）王

炯先生，独立董事彭娟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07� � �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2019-011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缓收购南昌济顺制药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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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5年5月，公司与青岛中证万融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中证万融”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赵

丙贤控制的企业）、何凯南、何凯峰等交易对象达成收购意向，按南昌济顺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顺制

药” ）净资产评估值作价11,985.00万元收购济顺制药51%股权。 同时，青岛中证万融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并与公司签订了《股权代管协议》，青岛中证万融同意将其持有济顺制药

的剩余29.4%股权委托公司代管，并自承诺函作出日起三年内，按照协商的公允价格将其余29.4%股权转让

给公司。

截至目前，随着医药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国家医保支付控费等政策的推行，目前医药企业整体上均面临

着较大的市场压力，济顺制药2018年亏损969.38万元，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 《暂缓收购南昌济顺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拟暂缓收购济顺制药

29.4%的股权。

关联董事赵丙贤回避表决，其他8名非关联董事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本次交易对方为青岛中证万融，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赵丙贤先生控制的企业，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尚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青岛中证万融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57

（科技创业中心）

3

号楼

1

楼

法定代表人 赵丙贤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065065139X

成立日期

2013

年

03

月

18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

:

医药研发、医药技术转让、医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以上范

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二）关联关系

青岛中证万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赵丙贤控制的企业，系本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暂缓收购青岛中证万融持有的济顺制药其余的29.4%股权。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南昌济顺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桑海经济开发区新祺周荣新大道

法定代表人 赵丙贤

注册资本

1,250

万元

企业信用代码

91360000612400566J

成立日期

2000

年

1

月

28

日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片剂、颗粒剂、胶囊剂的生产，信息咨询服务，药材种植。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凭证经营）

2.�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济顺制药主要从事中成药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 济顺制药主导产品为荷丹片采用传统中医理论组

方，现代化先进工艺生产，质量控制方法科学有效，具有升清化痰降浊、活血化瘀之功能，主要用于治疗高脂

血症，是国家级中药三类新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和国家配方专利产品，属于全国独家产品。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济顺制药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985.74

负债总额

2,211.20

所有者权益

9,774.54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4,810.15

净利润

-969.38

4、标的公司资产状况

本次收购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司法查封或者其他权利限制，不存在权属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5.�标的公司主要股东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51%股份；青岛中证万融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29.4%股份；何凯

南等12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19.6%股份。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暂缓收购济顺制药29.4%的股权不涉及交易定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公司与青岛中证万融协商，双方达成补充协议，同意公司暂缓收购青岛中证万融持有的济顺制药剩

余29.4%的股权，待济顺制药扭亏为盈后可继续收购。 在公司暂缓收购济顺制药前述股权期间，青岛中证万

融持有的济顺制药剩余29.4%的股权仍然由公司代管，并由公司行使济顺制药前述29.4%的股权所对应的表

决权。

本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医药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国家医保支付控费等政策的推行，目前医药企业整体上均面临着较大的市

场压力，济顺制药也不例外。对内，济顺制药运营成本受政府对企业质量、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监管力度

的加强以及人工、水电、原材料等不断上涨因素影响而逐渐升高，盈利能力有所减弱。对外，济顺制药受同类

产品竞争加剧、国家严控医保费用等政策影响，主打产品“荷丹片”在存量的医院市场中占比有所下降。 经

审计，济顺制药2018年亏损969.38万元，在未来的市场开拓中，济顺制药为扭转亏损趋势，需要进一步加大营

销投入。

董事会认为，在当前济顺制药亏损时，如果公司继续收购济顺制药29.4%的股权，有损公司以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公司与济顺制药主打产品“心可舒片”和“荷丹片”均为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中成药，

二者能够共享前处理提取车间与市场营销渠道，随着公司更加深入地推进资源共享、协同增效政策，济顺制

药的经营成本可以合理控制，亏损情况不至进一步加剧。 综合上述因素，为合理控制经营风险，公司拟暂缓

收购济顺制药剩余29.4%的股权，待济顺制药扭亏为盈后，再继续推进收购前述股权事宜。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青岛中证万融未发生各类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受医药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国家医保支付控费等政策影响， 南昌济顺制药有限公司2018年度亏损969.38

万元。 我们认为，在当前济顺制药亏损时，公司暂缓收购济顺制药29.4%的股权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将《关于暂缓收购南昌济顺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2、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受医药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国家医保支付控费等政策影响， 南昌济顺制药有限公司2018年度亏损969.38

万元。 我们认为，在当前济顺制药亏损时，公司暂缓收购济顺制29.4%的股权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待济顺制

药扭亏为盈后，再推进前述收购事宜。 上述安排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关于暂缓收购南昌济顺制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补充协议》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07� � �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2019-012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缓收购辽宁康辰药业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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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5年7月，公司与青岛康济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济生投资” )、康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康辰股份” ）达成收购意向，同意收购辽宁康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辰药业” ）51%的股权

（以下简称“该次收购” ）。 该次收购完成后，康济生投资承诺，自承诺函作出日起三年内，依据公允价格将

康辰药业剩余34.3%股权转让给公司。 该次收购，于2015年7月15日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于2015年8月3日经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目前，受制于医药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医保支付控费等政策限制，康辰药业2018年亏损111.85万元，

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为了合理控制经营风险，公司拟暂缓收购康辰药业34.3%的股权。

2019年1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暂缓收购辽宁康辰药业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赵丙贤回避表决，其他8名非关联董事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该事项。

本次交易对方为康济生投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赵丙贤先生控制的企业，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尚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青岛康济生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57

（科技创业中心）

3

号楼

1

楼

法定代表人 赵丙贤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065065227C

成立日期

2013

年

03

月

18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

:

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期货、证券）、企业管理咨

询、企业营销策划。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二）关联关系

康济生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赵丙贤先生控制的企业，系本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拟暂缓收购康济生投资持有的康辰药业34.3%的股权，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辽宁康辰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丹东前阳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赵丙贤

注册资本

2,4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04

月

30

日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中药提取，颗粒剂、硬胶囊剂、丸剂、片剂制造及货物进出口

(

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

制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中药饮片（含净制、切制、酒炙、盐炙、姜炙、醋炙、蜜制、油炙、蒸制、

煮制、煨制、烫制、制炭、制霜、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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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康辰药业主要从事中成药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 康辰药业主导产品为骨疏康颗粒（胶囊），主治中

老年骨质疏松症。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康辰药业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8,541.95

负债总额

8,375.68

所有者权益

10,166.27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23,221.23

净利润

-111.85

4、标的公司资产状况

本次收购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司法查封或者其他权利限制，不存在权属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5.�标的公司主要股东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51%股份；青岛康济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34.3%股份；康辰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14.7%股份。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暂缓收购康辰药业34.3%的股权不涉及交易定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年受制于医药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医保支付控费等政策限制，康辰药业主打产品“骨疏康” 在医院市

场的销售与市场开拓方面面临很大困难。 经康辰药业合理预估，为改善业绩，未来2-3年需要持续加大营销

推广、产品研发、生产线升级改造等投入。考虑到康辰药业主打产品“骨疏康”与公司主打产品“心可舒”分

属骨科和心脑血管两个不同的细分领域，在原材料、生产工艺、营销渠道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不利于资源

共享、协同增效，受不利的市场行情和宏观政策叠加效应的影响，康辰药业未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有可能

影响公司业绩。为合理控制经营风险，保护公司以及中小投资者权益，公司拟暂缓收购康济生投资持有的康

辰药业34.3%的股权，并为康辰药业设置新的业绩条件。 在未来年度，如果康辰药业满足新的业绩条件，则公

司继续收购，反之，公司有权继续暂缓收购或者终止收购。 具体内容如下：

如果2019年度康辰药业能够实现扭亏为盈，则公司有权继续收购前述股权；如康辰药业2019年度，未能

扭亏为盈、且上半年亏损额不超过1,000万元，全年亏损额不超过2,000万元则公司继续暂缓收购，直至康辰

药业开始盈利；如康辰药业2019年度上半年度亏损额大于1,000万元，或者全年亏损大于2,000万元，或者2020

年度继续亏损且累计亏损额大于4,000万元，则公司不仅不再继续收购康辰药业股权，还有权要求康济生投

资回购公司持有的康辰药业51%股权， 回购价格按照康辰药业届时的公允价值与当初公司收购康辰药业

51%股权支付的对价孰高予以确定。

此外，在公司暂缓收购康辰药业股权期间，康济生投资持有的康辰药业34.3%的股权仍然由公司代管，

并由公司行使康辰药业34.3%所对应的表决权。 如康辰药业符合前述业绩条件，公司继续收购康辰药业股权

的，则前述股权代管期间止于康辰药业办理完毕公司收购34.3%股权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反之，若康

辰药业未能完成上述业绩条件，公司要求康济生投资受让其持有康辰药业51%股权的，则前述股权代管期间

止于康辰药业办理完毕公司向康济生投资转让51%股权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本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综合目前“骨疏康” 市场困境以及公司自身情况，为控制经营风险，保护公司以及中小投资者权益，公

司决定暂缓收购康济生投资持有的康辰药业剩余34.3%股权， 并重新设置了未来继续收购康辰药业股权的

业绩条件，如康辰药业在未来满足相关条件，则公司可以继续收购，反之，公司有权继续暂缓，或者终止收购

并由康济生投资回购公司持有的康辰药业51%股权。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控制经营风险，避免因康辰药业持

续亏损而拖累公司业绩，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公司的发展战略。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康济生投资未发生各类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康辰药业2018年度亏损111.85万元。 在目前医药行业竞争日益加剧以及营销成本居高不下的市场环境

下，公司业绩有可能受其影响。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暂缓收购康辰药业34.3%的股权有利于控制经

营风险，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公司的发展战略，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将《关于暂缓收购辽宁康辰药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2、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康辰药业2018年度亏损111.85万元。 在目前医药行业竞争日益加剧以及营销成本居高不下的市场环境

下，公司业绩有可能受其影响。 为了合理控制经营风险，我们同意公司暂缓收购康辰药业34.3%股权，待康辰

药业扭亏为盈时，继续收购；或者在康辰药业亏损严重时，为及时止损，放弃收购并转让已持有的康辰药业

的全部股权。 上述安排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公司的发展战略，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关于暂缓收购辽宁康辰药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补充协议》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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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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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于涛先生的

书面辞职报告。于涛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于涛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于涛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于涛先生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于涛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在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之前，由公司副总裁、财务

总监王炯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请新的董事会秘书。

王炯先生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电话：0536-8553373

传真：0536-8553373

邮箱：dongmi_002107@163.com

地址：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梨园街 3517号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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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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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为了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人员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一致同意选举刘文一先生、刘丽娟女士

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刘文一先生、刘丽娟女士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职工代表

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至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本次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中无最

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 刘文一先生、刘丽娟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刘文一，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1974年11月出生，毕业于菏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大学专科。

历任本公司销售部销售代表、销售主管、办事处经理、市场部副经理，北京中证万融医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商务中心总监。 现任山东沃华医药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文一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3,458股，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

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丽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女，1984年6月出生，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大学本科。 历任本

公司营销中心员工服务部培训主管、北京中证万融医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监。 现任本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刘丽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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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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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1月30日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2号南银大厦1903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月19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

出。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参与表决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赵丙贤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公司独立董事王桂华女士、吕巍先生、彭娟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并将在2018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5,651,518.39元，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5,280,098.10元后，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75,854,

415.38元，本年度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16,225,835.67元，资本公积余额2,346,187.13元。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360,75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

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近三年，公司分红合计18,037,800.00元，满足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的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分红的相关规定，具备合

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独立董事对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公

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供投资者查阅。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独立董事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七、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下转B15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