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330� � �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009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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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通（六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六安” ）收到安

徽省科学技术厅、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1834000009，发证时间为2018年7月24日，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天通六安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连续三年（2018年至2020年）将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301� � � �证券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2019-021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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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将出资人民币10亿元在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盛虹石化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近日，公司在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1XY2AJ9X），具体内容如下：

名 称：江苏盛虹石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市场东路73号

法定代表人：缪汉根

注 册 资 本：100000万元整

成 立 日 期：2019年02月25日

营 业 期 限：2019年02月25日至******

经 营 范 围：石化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纤原料销售；石化产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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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48� � �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19-038

债券代码：128036� � � �债券简称：金农转债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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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蔡

长兴先生的通知，蔡长兴先生将其质押给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蔡长兴 否

7,999,500 2017.12.26 2019.2.26

华鑫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30.96%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蔡长兴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5,834,73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79%，处于质押状态的股

份累计17,689,700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68.47%，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65%。

三、其他情况说明

蔡长兴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对其质押

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211� � �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19-00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使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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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 ）有关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品种一”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条款约

定如下：发行人有权于本期债券品种一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

披露场所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 若发行人决定行使赎回权，本期债券将被视为在第3年末全

部到期，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最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本期债券。 赎回的支付方式与本期债券到

期本息支付方式相同，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若发行人未行使赎回权，则本期债券将继

续在后2年存续。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12日发行完成本期债券品种一，2019年4

月12日为本期债券品种一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约定，公司可于第3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决定是否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公司决定行使本期债券品种一公司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品种一

公司债券全部赎回。

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做好本期债券品种一公司债券赎回事宜的后续信息披露及本息兑付工作。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004� � � �证券简称：国农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4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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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8年11月28日召开的公司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通过了关于出售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50%股权的重大资产出售方案，

按照本次交易方案，公司通过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公司所持有的山东北大高科华泰

制药有限公司5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7,298.85万元人民币，交易对方为武汉用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用通” ）。

截止2019年1月17日，武汉用通已完成本次交易所有交易价款共7,298.85万元的支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

所已出具关于本次交易的《产权交易鉴证书》，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 此后，公司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按照《企业产权转让合同》及武汉用通出

具的《关于办理产权过户相关事项的承诺》，开始办理本次交易的产权过户手续，并于2019年1月29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的产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公司将根据办理进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由于过户手续尚未完成，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56� � �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2019-004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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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7,252,894,391.56 6,519,255,165.45 11.25%

营业利润

112,252,607.69 156,141,078.37 -28.11%

利润总额

122,652,510.99 177,769,455.19 -3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469,062.34 122,129,358.22 1.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 0.13 -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8% 3.07%

减少

0.9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3,828,120,461.42 12,146,404,900.52 1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129,673,219.22 5,919,382,239.15 3.55%

股本

1,153,704,572.00 1,153,704,57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31 5.13 3.51%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25,289.4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25%；实现营业利润11,225.26万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28.11%；实现利润总额12,265.2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1.0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2,446.9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92%。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受宏观政治与经济局势影响，终端客户对市场预期不明朗，备货谨慎；同时，受行业自身波动影响，

2018年第四季度，智能手机、汽车电子等终端产品需求低于预期，5G、物联网、AI等新兴行业尚未发力，影响

了2018年第四季度营收。

2、出于长远发展考虑，2018年公司加大了7纳米封测、Driver� IC、Fanout、2.5D、服务器国产化等新兴应

用领域技术产品的研发投资布局，全年研发费用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50%左右。

3、公司向产业基金发行股份购买了产业基金持有的富润达49.48%股权和通润达47.63%股权，自2018年

1月起，公司合并通富超威苏州、通富超威槟城利润的比例由各22.49%提高至各85%，且通富超威苏州、通富

超威槟城经营状况良好，对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公司2018年全年收入虽保持增长，但全年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低于上年同期，2018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9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已于2019年1月31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本

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55� � �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19一012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3,027,275,935.20 2,464,507,844.99 22.83%

营业利润

115,092,573.01 84,387,465.35 36.39%

利润总额

122,021,964.76 122,181,824.63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941,028.71 104,574,607.14 1.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 0.22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6% 10.66% -2.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835,203,508.82 2,611,002,290.95 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341,298,964.73 1,324,807,287.42 1.24%

股本

516,977,142.00 516,977,14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59 2.56 1.17%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3,027,275,935.2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83%，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销售总

量增加，主要产品价格上涨。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利润115,092,573.0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39%，主要原因是营业总收入增加，公

司产品毛利增加。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利润总额122,021,964.7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13%，主要原因是公司2017年收到政府

下发的江阴公司化工产品生产装置关停补贴款 3,005.17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披露的《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业绩预计为：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0%～30%，变动区间为10,457.46万元至13,594.7万元，本次

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05� � � �证券简称：信隆健康 公告编号：2019-004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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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497,927,230.75 1,745,649,312.24 -14.19%

营业利润

-3,091,472.43 50,731,288.91 -106.09%

利润总额

3,953,559.56 57,674,592.13 -9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29,659.57 45,790,994.87 -77.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8 0.124 -77.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9.61% -7.7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673,034,919.74 1,454,028,744.47 1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19,518,460.52 527,927,857.90 -1.59%

股本

368,500,000.00 368,5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41 1.43 -1.4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9,792.7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4.19%；实现营业利润-309.15万元，比上

年同期减少106.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22.9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7.66%。 与上年相

比，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A、虽然公司管理层努力开拓市场增加新产品订单，但受到共享单车订单大幅减少的影响，全年收入仍

减少14.19%（共享单车收入比上年度减少约70%）；

B、主要原材料钢铁管、铝管价格持续在历史高位以及物价上涨，制造费用上升导致公司毛利率下降。

综上，由于收入和毛利率同时下降，大幅减少了公司的毛利金额，导致公司净利润及归属母公司的净

利润大幅下降。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67,303.49万元，较年初增加15.06%，主要原因系2018年度新增控股子公司---

信友实业（越南）责任有限公司，总资产随之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1,951.85万元，较年

初减少1.5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分配2017年度股利2,211万元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10月27日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盈利457.91万元至1,831.64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告的预测范围内。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

据可能存在差异，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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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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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3,591,087,133.36 1,181,436,651.65 203.96%

营业利润

266,436,679.08 42,563,941.42 525.97%

利润总额

260,923,358.53 45,226,701.08 47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3,054,106.48 47,274,832.22 350.6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956 0.1140 247.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7% 5.04%

上升

4.73

个百分点

项目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4,598,724,981.53 4,335,708,086.64 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37,577,405.21 1,837,405,096.57 27.22%

股本

(

股）

553,559,398.00 509,392,331.00 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2228 3.6070 17.07%

注 ：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59,108.71万元，同比增长203.96%，实现营业利润26,643.67万元、利润总

额26,092.3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305.41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525.97%、476.92%和

350.67%。 主要原因说明如下：

（1）公司互联网广告板块业务发展迅速，业务规模持续扩大。 在获得了良好的经营实效、完成公司既定

目标的同时，紧握头部媒体资源，进一步加强了行业影响和覆盖，现已成为腾讯社交广告的重要合作伙伴。

下属控股公司江西巨网科技有限公司对上市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全资子公司浙江三维通信移动互联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转让了部分闲置房产，实现了公司优化资

产结构，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的目标。

（3）公司收到深圳睿沃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三维同创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的分红，计入投资收益。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59,872.50万元，比上年同期433,570.81万元增长6.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233,757.74万元，比上年同期183,740.51万元增长27.22%。 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配

套募集资金32,537.23万元的发行工作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越伦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建洲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唐日旺先生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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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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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062,708,971.54 905,142,449.93 17.41

营业利润

115,485,220.17 236,333,190.61 -51.13

利润总额

89,960,344.58 209,955,443.24 -5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217,044.20 140,743,097.34 -79.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 0.31 -8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3.92% -3.1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4,313,516,104.69 4,650,167,365.87 -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649,536,658.53 3,655,510,764.73 -0.16

股 本

454,856,365.00 455,979,402.00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8.02 8.02 0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6,270.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41%；营业利润11,548.52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51.13%；利润总额8,996.0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7.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21.70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9.95%。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7.41%，主要系下属各医院子公司经营发展良好，营业收入持

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比大幅度下降的主

要原因，一是公司2018年11月完成了珍珠业务资产剥离工作，相关珍珠业务子公司自2018年12月不再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因剥离珍珠业务资产确认投资收益-6,616.31万元；二是公司于报告期末对下属医院子

公司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各医院所在地政府医保政策变化，结合医院目前经营场所不能满足业务增长需求

以及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进度缓慢等实际情况，预计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下滑的风险，出于谨慎性原则，公

司对因收购下属医院子公司形成的商誉计提合计不超过6,000万元的商誉减值准备。

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80.65%，主要系本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下降所

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

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公司将

在2018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经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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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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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书面通知于

2019年2月21日发出，会议于2019年2月26日上午10:00在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珍珠工业园区公司五楼会议室

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海军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

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2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2019年2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2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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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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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季仕才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

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季仕才先生简历如下：

季仕才先生，1987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2014年5月至2018年4月

先后任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证券事务助理，2018年5月起任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截至本公告日，季仕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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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季仕才先生于2016年6月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季仕才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71-87381223

办公传真：0571-87381200

电子邮箱：jsc@cxylgf.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北楼3楼303A

邮政编码：310007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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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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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企业会计准则》、《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一商誉减值》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及子公司对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对各类资产未来可收回金额进行充分估计，公司出于谨慎原则考

虑，预计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不超过8,229.37万元。 其中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

备不超过1,807.48万元，对合并至2018年11月的珍珠类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不超过421.89万元，对2015年

发行股份购买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医院” ）100%股权、海宁康华医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华医院” ）100%股权、江苏福恬康复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恬医院” ）100%股权形成

的商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不超过6,000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说明

1、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为：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

准

应收款项余额前五名。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

备，计入当期损益。 如经单独测试后未发现减值迹象的单项金额重大应收款项则

按账龄作为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参照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

方法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组合

1

：有客观证据表明其风险特征与账龄分析组合存在显著差异的应收款项。 其他方法

组合

2

：其他不重大应收账款及经单独测试后未发现减值迹象的单项金额重大应

收款项（不含组合

1

）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00% 5.00%

1－2

年

20.00% 20.00%

2－3

年

50.00% 50.00%

3

年以上

100.00% 100.00%

根据以上公司应收款计提政策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预计2018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总计不超过1,807.48万元，具体金额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8年度报告为准。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公司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

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

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

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

格为基础计算。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8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关联人

陈夏英、陈海军以人民币379,051,905.00元转让相关珍珠业务资产。 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公司收到关联人

陈夏英、陈海军支付的相关珍珠资产股权转让款项共计195,715,571.50元，即股权转让款总额的51.63%，相关

珍珠资产子公司自2018年12月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以上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预计2018年度计提珍珠类

存货跌价准备总计不超过421.89万元（合并至2018年11月），具体金额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8年度报

告为准。

3、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2015年11月27日，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696号），核准公司向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18名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建华医院、康华医院和福恬医院100%股权，2016年1月，公司完成了收购建华医院、康华医

院和福恬医院的股权过户手续，上述三家医院自2016年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形成的

商誉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收购标的 交易对价 交易标的净值 交易形成的商誉

建华医院

93,000 30,128.96 62,871.04

康华医院

48,000 16,893.09 31,106.91

福恬医院

9,000 1,348.53 7,651.47

2016年度和2017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

誉进行减值测试，公司将建华医院、康华医院、福恬医院分别作为资产组合，把收购所形成的商誉分别分摊

到相关资产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公司因收购建华医院、康华医院和福恬医院形成的商

誉均未发生减值。

2018年度，建华医院、康华医院、福恬医院业绩承诺期满，根据三家医院所处当地医保政策及财政政策

的变化，结合目前经营场所不能满足业务增长需求以及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进度缓慢等实际情况，公司

预计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下滑风险。 公司聘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建华医院、康华医院和福恬医院进行

商誉减值测试，根据评估机构初步评估结果，结合年审会计师初步审计意见，公司财务部预计2018年度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不超过6,000万元。

关于2018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具体金额，待评估和年度审计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在2018年度报告

中做详细披露。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总计不超过8,229.37万元，预计减少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超过8,229.37万元。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经审计后正式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

为准。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宜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审议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1、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企业会计准则》、《会计监管风险提

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

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使公司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会计监管

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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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与会监事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能够更

加公允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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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73� � �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19-010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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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书面通知于2019年2月21

日发出， 会议于2019年2月26日上午11:00在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珍珠工业园区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

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寿田光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与会监事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能够更

加公允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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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2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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