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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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魏海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利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雅娜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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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3,979,382.40 1,978,800,007.64 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515,095.24 52,224,799.69 1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53,329,786.52 47,355,831.40 12.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6,131,111.02 -69,870,225.48 -109.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0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0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 2.12%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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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3,380,883.22 11,718,744,245.03 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90,187,788.95 3,470,759,871.87 9.2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802.1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84,741.2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3,079.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96,449.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合计

4,185,308.7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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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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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41% 148,222,473 75,099,924

质押

148,153,873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20% 98,383,12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9% 32,110,829

沈阳盛京金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7% 19,831,089 19,831,089

杨光 境内自然人

3.23% 19,587,063

郑素丽 境内自然人

1.45% 8,779,796

吴海珍 境内自然人

1.33% 8,084,022

黄庆清 境内自然人

1.24% 7,500,000

郑安坤 境内自然人

0.94% 5,678,481

王继东 境内自然人

0.74% 4,510,01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8,383,127

人民币普通股

98,383,127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73,122,549

人民币普通股

73,122,54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2,110,829

人民币普通股

32,110,829

杨光

19,587,063

人民币普通股

19,587,063

郑素丽

8,779,796

人民币普通股

8,779,796

吴海珍

8,084,022

人民币普通股

8,084,022

黄庆清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郑安坤

5,678,481

人民币普通股

5,678,481

王继东

4,510,014

人民币普通股

4,510,014

吴秀英

4,215,777

人民币普通股

4,215,7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杨光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008,930

股，郑素丽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8,779,796

股，黄庆清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500,000

股，郑安坤

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678,481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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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1）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8,793�万元，比年初余额增长35%，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待抵扣税额增加。

（2）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251万元，比年初余额增长53%，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孙公司支付房租费用

增加。

（3）应交税费期末余额9,234�万元，比年初余额增长47%，其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增加，应交税费

增加。

（4）其他综合收益期末余额601万元，比年初余额增加465%，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新金融会计准则调整

变动。

（5）研发费用本期金额为7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2%，其主要原因是：本期研发投入增加。

（6）利息收入本期金额为78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2%，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存量资金增加，银行利

率上升，利息收入增加。

（7）资产减值损失本期金额为3,51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58%，其主要原因是：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

加。

（8）营业外支出本期金额为5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21%，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支付赔偿款。

（9）所得税费用本期金额为-12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5%，其主要原因是：合并抵消的销售未实现

冲减了所得税费用。

（10）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金额为1,94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返还出

口退税增加。

（1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金额为3,12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5%，其主要原因是：

本期收到保证金及往来款增加。

（1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金额为33,60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1%，其主要原因

是：本期支付职工薪酬福利增加。

（13）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金额为47,33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1%，其主要原因是：

本期费用增加，相应支出增加。

（14）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本期金额为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没有资产处置收回现金；

（15）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金额为4,632�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6%，其主要原因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工程类付款较上期减少。

（16）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金额为21,51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吸收股

权激励投资。

（17）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金额为96,114�万元，比上年同期金额减少39%，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借

款减少。

（18）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33,3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31%，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

筹资保证金增加。

（19）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金额为18,053�万元，比上年同期金额增加172%，其主要原

因是：本期支付筹资保证金增加。

（20）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本期金额为-141�万元，比上年同期金额减少3595%，其主

要原因是：汇率变动导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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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适用√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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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适用□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1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业绩情况

2019

年

02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业绩预告是否已经考虑到益东减值问题，益东诉讼是否能收回

2019

年

02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后续是否有大额减值问题，业绩提升的持续性

2019

年

03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业绩情况，大额计提减值是否能收回，亿华诉讼是否影响业绩

2019

年

03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业绩情况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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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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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全部获得通过。

4．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2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上午9:30至

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4日15:00

至2019年4月25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海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285,282,6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9834％。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80,290,9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161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

代表股份4,991,6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22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38,906,7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076％。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3,915,1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85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

股份4,991,6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221％。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282,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06,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282,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06,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三：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183,0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1％；反对9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807,1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40％；反对9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25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四：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107,7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7％；反对17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6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31,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05％；反对17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44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五：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237,7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861,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6％；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3％；弃权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1％。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六：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138,2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4％；反对9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49％； 弃权44,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2,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89％；反对9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2560％； 弃权44,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51％。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七：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内控审计机构及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237,7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861,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6％；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3％；弃权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1％。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八：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9年度金融机构贷款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237,7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861,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6％；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3％；弃权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1％。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九：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237,7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861,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6％；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3％；弃权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1％。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十：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237,7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861,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6％；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3％；弃权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1％。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十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237,7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861,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6％；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3％；弃权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唐丽子、韩杰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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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0597� � �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19---046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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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4月19日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9年4

月25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参加现场会议的为崔巍、孙宏华，通讯表决的为詹柏丹。

3.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所形成的决议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0597� � �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19---044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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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4月19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4

月25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董事9人。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为魏海军、黄成仁、何鹏、王国栋、姚

辉、梁杰，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的董事为敖新华、韩波、韩德民。

3.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所形成的决议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公告

2019-045《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二：关于修订《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三：关于修订《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四：关于修订《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五：关于修订《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六：关于修订《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七：关于修订《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八：关于修订《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本公司证券的

专项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本公

司证券的专项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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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于瑞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世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世金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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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5,592,456.55 9,236,952,493.85 2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0,673,076.96 193,596,768.13 6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92,409,180.01 185,491,498.37 5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6,365,811.29 163,031,419.51 -244.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6 0.29 58.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6 0.29 58.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9% 3.38%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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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2,048,791.98 22,056,532,059.48 1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83,171,480.83 6,072,498,403.87 5.1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52,439.9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226,067.7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751,856.44

减：所得税影响额

6,307,591.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58,876.14

合计

18,263,896.9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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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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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重汽（香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63.78% 427,988,1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80% 25,469,648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

社保

基金

1103

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5% 20,499,98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1% 16,821,920

汇添富基金

－

建设

银行

－

中国人寿

－

中

国人寿委托汇添富

基金混合型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10,5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6% 9,769,918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7% 5,155,000

汇添富基金

－

工商

银行

－

上海海通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5% 4,999,9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

投

连

－

个险投连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3,469,40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华泰柏瑞量

化先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7% 3,167,78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

427,988,126

人民币普通股

427,988,1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469,648

人民币普通股

25,469,648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社保

基金

1103

组合

20,499,985

人民币普通股

20,499,98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821,920

人民币普通股

16,821,920

汇添富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人寿

－

中

国人寿委托汇添富基金混合型组合

1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9,769,918

人民币普通股

9,769,918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1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55,000

汇添富基金

－

工商银行

－

上海海通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9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4,999,9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

连

－

个险投连

3,469,406

人民币普通股

3,469,40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量

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67,780

人民币普通股

3,167,7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前十名股东中，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社保基金

1103

组合、汇添富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人寿

－

中国人寿委托汇添富基金混合型组合、汇添富基金

－

工商银行

－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同属于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旗下；

3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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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66%，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本集团销量大幅增长，应收账款相应有所

增长；

2、应交税金较年初增长66%、税金及附加同比增长107%，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本集团收入增长，应缴纳

的税金同步增长所致；

3、其他收益同比增长480%，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增长所致；

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8%，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产销两旺、收入增长；降本增效措施收效明显、成本

费用得到更加有效的控制；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245%，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本集团销量增长，销售回款以银行

承兑汇票为主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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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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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2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stock?orgId=gssz0000951&stockCode=

000951#

2019

年

02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stock?orgId=gssz0000951&stockCode=

000951#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61� � � �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2019-011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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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4月24日-2019年4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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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5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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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4日下午15:00～4月25日下

午15:00。

3、现场会议地点：虹桥郁锦香宾馆（延安西路2000号）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立波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共2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7,838,9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5846%。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1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6,984,

1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790%；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8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854,8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6%。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根据汇总后的表决结果,�

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其他议案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

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7,713,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4%；反对103,62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弃权2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965,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1662%；反对103,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67%；弃权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1%。

2、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7,750,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4%；反对66,02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弃权2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0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154%；反对66,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5%；弃权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1%。

3、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7,750,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4%；反对66,02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弃权2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0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154%；反对66,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5%；弃权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1%。

4、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97,750,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4%；反对66,02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弃权2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0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154%；反对66,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5%；弃权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1%。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7,752,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4%；反对84,12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 弃权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004,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279%；反对84,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5%；弃权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7,750,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4%；反对66,02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弃权2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0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154%；反对66,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5%；弃权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1%。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7,770,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5%；反对66,02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弃权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02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479%；反对66,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5%；弃权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本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运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固定收益类、承诺保本类及结构性存款产品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7,713,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4%；反对123,62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弃权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965,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1662%；反对123,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92%；弃权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陈启杰先生、王裕强先生和曹永勤女士向本次股东大会述职并提交了《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

职报告》。《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于2019年3月30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五、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征轶、蔡丛丛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34� � �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公告编号：2019-42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公司完成工商注册与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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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由全资子公司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司出资进行对外投

资事项。

《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公告》（2019-28）刊登于2019年4月1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近日，项目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与变更登记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台州能源公司取得了台州市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1、名称：台州旺能环保能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4MA2DUFK39K

4、住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蓬街镇十塘

5、法定代表人：宋平

6、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7、经营范围：环保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管道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浙江欣诺取得了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

信息如下：

1、名称：浙江欣诺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1MA2B60EW4F

4、住所：浙江省湖州市环山路899号B座302室

5、法定代表人：慎溢彬

6、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7、经营范围：环保咨询，环保服务，环保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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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青田旺能取得了青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1、名称：青田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1MA2A1A5713

4、住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鹤城街道高湾绿园6幢2-2701室

5、法定代表人：付夏

6、注册资本：玖仟肆佰柒拾捌万元整

7、经营范围：焚烧垃圾发电；回收、销售废金属；生产、销售灰渣水泥制品；蒸汽供应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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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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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标项目中标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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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5日，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一级子公司山东省

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 ）、二级子公司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桥建设” ）

分别被招标人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 )确定为京台高速公路泰安至枣庄(鲁苏界)段改

扩建工程项目主体工程施工第四标段（TZSG-4）与施工第五标段（TZSG-5）第一中标候选人。招标人对上

述评标结果进行了公示，具体详见2019年4月1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关于投标项目评标结果公示的提示性公告》。目前，招标单位发布了《京台高速公路泰安至枣

庄(鲁苏界)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主体工程施工招标中标结果》（以下简称“中标结果” ）。

一、项目进展情况

根据中标结果，京台高速公路泰安至枣庄(鲁苏界)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主体工程施工招标各标段定标工作

已经完成。路桥集团被确定为施工第四标段（TZSG-4）中标单位，中标标价2,365,201,675.89元；鲁桥建设被

确定为施工第五标段（TZSG-5）中标单位，中标标价3,915,965,656.79元。两标段合计6,281,167,332.68元。

招标单位高速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包

含本项目交易金额，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第四标段（TZSG-4）、第五标段（TZSG-5）合计中标价占本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42.53%。若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项目尚未取得《中标通知书》并签署合同。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京台高速公路泰安至枣庄(鲁苏界)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主体工程施工招标中标结果》。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2019年 4月 2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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