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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987� � � �公司简称：康德莱

第一季度

报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969� � � �公司简称：郴电国际

第一季度

报告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738� � � �公司简称：泰晶科技

第一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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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1.3公司负责人张宪淼、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捷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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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4,036,555.44 2,174,274,192.97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04,827,197.94 1,373,538,370.92 2.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913,986.29 16,330,193.44 150.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352,512,647.21 318,844,022.69 1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288,827.02 24,440,799.60 2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235,683.53 24,192,409.05 24.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25 1.97

增加

0.2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 0.06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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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1,917.7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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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758.2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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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159,012.8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200.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3,958.06

所得税影响额

-1,393,951.88

合计

1,053,1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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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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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德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0,665,380 40.91 175,508,970

质押

62,3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8,390,725 6.43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建银国际医疗产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4,001,960 5.44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旭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8,458,520 1.92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帅木莲

7,984,080 1.81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7,575,059 1.72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利捷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6,300,000 1.43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

6,282,220 1.42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292,251 1.20

无 国有法人

广东南医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935,617 0.8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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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390,725

人民币普通股

28,390,725

建银国际医疗产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4,001,96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1,960

上海旭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8,458,520

人民币普通股

8,458,520

帅木莲

7,984,080

人民币普通股

7,984,080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7,575,059

人民币普通股

7,575,059

上海利捷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0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

6,282,220

人民币普通股

6,282,220

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292,251

人民币普通股

5,292,251

上海康德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56,410

人民币普通股

5,156,410

广东南医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935,617

人民币普通股

3,935,6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前十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如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宪淼先生、郑爱平女士和张伟先

生，上述三人通过康德莱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共业投资有限公司、温州海尔斯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康德莱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的股份，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上述三人中，张宪淼先生和郑爱

平女士为夫妻关系，张伟先生为张宪淼和郑爱平夫妇的儿子。

2012

年

9

月

15

日，为加强对上海康德莱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和公司的管理，保证公司稳定发展和实际控制权的稳定，张宪淼先生、郑爱平女士和张伟先生共

同签署了 《关于共同控制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 中央汇金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建银国际医疗产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和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权。

上海旭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均为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

投资基金，其基金管理人均为上海朗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帅木莲的关联关系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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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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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余数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432,360,198.27 726,582,502.42 -40.49

主要系本期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短期

理财产品

预付款项

21,503,242.97 16,227,185.96 32.51

主要系本期公司采购原料预付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78,693,464.97 20,706,779.05 1245.90

主要系本期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短期

理财产品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609,720.14 23,420,868.98 -46.16

主要系预付长期资产构建款转入在

建工程

（

2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 情况说明

财务费用

2,590,121.71 6,032,174.56 -57.06

主要系本期公司汇兑损失减少

（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 情况说明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722,996.41 22,651,134.44 48.88

主要系本期公司销售增长相应的费

用增长及返回业务保证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6,888,351.09 10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及子公司短期理财

产品到期赎回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49,739,215.00 26,201,860.97 89.83

主要系公司固定资产、工程投入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8,714,496.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短期

理财产品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2,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偿还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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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宪淼

日期: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3987� � �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19-056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产品获得二类医疗器

械注册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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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珠海康德莱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珠海康德莱”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

证》，具体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注册证编号：粤械注准20192180520

注册人名称：珠海康德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人住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A栋101室

生产地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A栋101室；A栋2楼；A栋3楼；A栋4楼；M栋1楼

产品名称：一次性使用子宫颈扩张球囊导管

型号、规格：18Fr40cm

结构及组成：由双腔导管、单向阀、色标卡套、球囊、蓝色封头胶组成。

适用范围：本产品适用于妇女足月引产前对成熟度不佳的宫颈进行宫颈管的机械扩张。

批准日期：2019年04月23日

有效期至：2024年04月22日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一次性使用子宫颈扩张球囊导管” 产品属妇产科用耗材产品，技术方面较为成熟，国内外市场

已有较为广泛的使用，累计已发生的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30万元。 上述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是公

司按照产业链布局整体规划的推进落实，有利于持续巩固全资子公司珠海康德莱华南区域的发展定位，以

自产、自销、自配的经营方式巩固发展制造贸易基地，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截止目前，该产品尚未在国内进行销售，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二类）的取得，短期内对珠海康德莱及

公司的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小。

三、风险提示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一次性使用子宫颈扩张球囊导管” 产品对珠海康德莱及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

具体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3987� � �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19-057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产品获得三类医疗

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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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德莱医械”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

册证》，具体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20193030239

注册人名称：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人住所：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925号2幢

生产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925号

产品名称：PTCA球囊扩张导管

结构及组成：该产品为Rx型球囊扩张导管，由尖端、标记、球囊、远端内管、远端外管、带环芯轴、海波管

（导管加强件、导管座、近端管体）等组成，产品涂有亲水涂层。 环氧乙烷灭菌，一次性使用。 货架有效期三

年。

适用范围：用于冠状动脉血管狭窄或血管内支架内扩张治疗

备注：原《分类目录》产品编码为6877。

批准日期：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有效期至：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五日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PTCA球囊扩张导管” 是一种头端带有可膨胀球囊的软性导管，用于冠状动脉血管狭窄或血管

内支架扩张治疗，累计已发生的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110万元。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行业研究报告，2018

年中国球囊扩张导管的市场容量为20.85亿元人民币；目前国内市场外资品牌的销售占比较高。

上述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是对康德莱医械现有介入类产品线的有效补充，进一步提高康德莱

医械市场竞争力，对康德莱医械在介入治疗领域发展和市场拓展具有积极意义。 截止目前，该产品尚未在

国内进行销售，短期内对康德莱医械及公司的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小。

三、风险提示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PTCA球囊扩张导管” 产品对康德莱医械及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具体影响，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3987� � �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19-058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登

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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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同意上海

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德莱医械” ）以总股份数60,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中

的股东投入溢价部分中的60,000,000元向全体股东同比例转增股本，康德莱医械股份数由60,000,000股增加

至120,000,000股， 康德莱医械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0,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币120,000,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3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

近日，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康德莱医械完成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

执照》。 康德莱医械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000.0000万元整变更为人民币12000.0000万元整。

除上述变更外，康德莱医械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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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公司负责人范培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玉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夏玲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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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4,404,430.68 12,916,296,120.64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63,281,674.34 3,444,858,190.48 0.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7,401,660.31 155,314,985.46 1.3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772,084,558.22 691,962,164.72 1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54,763.17 17,466,845.69 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696,593.66 16,886,629.76 -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53 0.51

增加

0.0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99 0.0661 -24.5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99 0.0661 -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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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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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7,980.7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089.76

主要为赔偿收入、罚款收入和支出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9,883.36

所得税影响额

-656,017.63

合计

1,758,16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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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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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5,997,840 12.43 0

无

0

国有法人

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29,153,971 7.88 0

无

0

国有法人

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21,168,284 5.7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临武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5,849,549 4.28 0

质押

6,759,653

国有法人

永兴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2,067,687 3.2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永兴县财政局

11,774,993 3.18 0

无

0

国家

中信建投基金

－

光大银行

－

中信建投基金

－

起航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8,891,629 2.4 0

未知 未知

彭伟燕

8,162,832 2.21 0

未知 未知

薛俊

2,600,000 0.7 0

未知 未知

宋俊

2,000,000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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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5,997,840

人民币普通股

45,997,840

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29,153,971

人民币普通股

29,153,971

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21,168,284

人民币普通股

21,168,284

临武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5,849,549

人民币普通股

15,849,549

永兴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2,067,687

人民币普通股

12,067,687

永兴县财政局

11,774,993

人民币普通股

11,774,993

中信建投基金

－

光大银行

－

中信建投基金

－

起航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8,891,629

人民币普通股

8,891,629

彭伟燕

8,162,832

人民币普通股

8,162,832

薛俊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宋俊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临武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汝城县水电有限

责任公司、永兴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股东，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未知其他无限

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代表郴州市

人民政府持有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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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

项目

2019

年

03

月

31

日余额

/2019

年

1-3

月数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2018

年

1-3

月数

差异变动

金额

差异变动

幅度（

%

）

原因

预付款项

55,269,033.73 22,975,483.84 32,293,549.89 140.56

主要系母公司预付农网改造器材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70,015,330.99 172,522,336.26 197,492,994.73 114.47

主要系子公司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本期

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1.8

亿元、子公

司唐山中邦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1000

万元

其他非流动资产

79,478,943.24 59,095,504.29 20,383,438.95 34.49

主要系农网改造升级工程、东江引水工程、投入增

加

应付职工薪酬

9,354,096.78 23,308,926.74 -13,954,829.96 -59.87

主要系发放计提的上年度年终绩效工资

.

销售费用

2,525,752.75 1,891,865.83 633,886.92 33.51

主要系本期员工薪酬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47,021.16 224,489.77 1,022,531.39 455.49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收到赔偿及其他收入、子公司

自来水公司收到资产维护补偿费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60,931.40 1,678,530.25 -517,598.85 -30.84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赔偿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2,201,905.90 5,758,843.16 6,443,062.74 111.88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常州中天邦益气体有限公司

收到以前年度多交企业所得税退回

793.75

万元，

本期无此项发生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7,859,634.18 1,470,000 6,389,634.18 434.67

主要系上年收到子公司湖南汇银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用于分红的银行承兑汇票，本期到期承兑所

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04,095,000 -204,095,000 -100

主要系上期收回计划持有到期定期存款及利息，

本期无发生

投资支付的现金

22,000,000 -22,000,000 -100

主要系本期无发生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90,000,000 190,000,000 100

主要系子公司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本期

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1.8

亿元、子公

司唐山中邦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1000

万元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078,375.94 3,078,375.94 100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湖南郴电恒泰电力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收到合作方投入资本金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5,570,000 5,570,000 100

主要系子公司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本期

收到利息偿付保函保证金退回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6,410,000 170,780,000 -134,370,000 -78.68

本期归还银行到期贷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416,256,730.14 -239,155,330.31 -177,101,399.83 74.05

主要系本期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

上年同期减少，支付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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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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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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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23日以书面

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http://www.sse.com.cn《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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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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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23日以书面方式送

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4人，实到4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谨慎审核，监事会认为：

1、季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

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我们保证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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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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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一电力》要求，现将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主

要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公司主营电力供应、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以及水力发电投资。 电力供应、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范

围均在郴州地区内。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

）

发电量（万

kwh

）

8,589.58 6,265.12 37.10

售电量（万

kwh

）

114,820 98,813 16.20

其中：直供区售电量

109,170 98,297 11.06

售水量

1,475 1,379 6.96

相关说明：

一、 发电量统计仅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郴电国际水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临沧郴电水电投资有

限公司的经营数据。

二、发电量增加原因是公司发电厂区域内降水量增加。

三、总售电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直供区电量增长：一是郴州市城乡居民用电需求提高，二是工业用电

量增长。

四、售水量增加的原因是郴州市城乡居民用水需求增长。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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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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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

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2018年6月15日，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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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财会

〔2018〕15号文”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情况，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公司

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会计政策执行的是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及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和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

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的规定执行。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及之后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金融资产分类变更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按“财会〔2018〕15号文” 要求进行会计报表列报。 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并按“财会〔2018〕15号文”要求进行会计报表列报，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调整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报表列报的项目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

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科目调整，只是会计科目列示的变

化，属于合理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能为投资者

提供更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

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备查文件

1、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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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喻信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喻家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阳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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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559,879.05 1,196,196,610.13 -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0,558,178.54 636,831,084.47 -0.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39,432.27 -17,252,896.60 239.9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132,643,835.16 140,474,102.38 -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3,777.75 12,641,119.41 -10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27,513.46 11,927,806.87 -12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19 1.97

减少

2.1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75 0.0796 -109.4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75 0.0796 -1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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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6,628.5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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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198.4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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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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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4,769.1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445.73

所得税影响额

-266,414.67

合计

1,343,7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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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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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信东

67,592,000 42.58 67,592,000

质押

44,800,000

境内自然人

王丹

13,804,000 8.70 13,804,000

质押

6,678,000

境内自然人

喻信辉

8,568,000 5.40 8,568,000

质押

2,10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百兴年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70,000 2.2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何虎

2,380,000 1.50 2,38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青岛海银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60,000 1.3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许玉清

1,904,000 1.20 1,904,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金涛

1,904,000 1.20 1,904,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斌

1,904,000 1.20 1,904,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湖北高和创业投资企业

1,590,100 1.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屈新球（注）

1,586,667 1.00 1,586,667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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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百兴年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0,000

青岛海银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0,000

湖北高和创业投资企业

1,59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0,100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17,817

人民币普通股

1,317,817

黄智鹏

347,425

人民币普通股

347,425

黄世衍

321,550

人民币普通股

321,550

北京兴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305,676

人民币普通股

305,676

北京聚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聚睿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300

汪志军

217,456

人民币普通股

217,456

王宗美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徐亮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限售条件股东中，喻信东、王丹、喻信辉和何虎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王丹为喻信东的配偶，喻

信辉为喻信东的弟弟，何虎为喻信东的妹夫，屈新球为王丹的姨父。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2018年末，公司股东屈新球持有首发及其孳息产生的公司限售股份共计1,90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2%。 后因财产分割，屈新球持有的限售股317,333股办理了非交易过户。 截止报告期末，屈新球持有公司

限售股份变更为1,586,667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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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

） 原因说明

其他应收款

10,496,261.47 4,827,789.60 117.41

主要是报告期内对外借款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7,456,655.67 5,448,804.41 36.85

主要是报告期内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3,684,873.60 5,844,252.79 -36.95

主要是期末应交所得税及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4,829,623.91 3,527,074.26 36.93

主要是子公司借支增加所致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

） 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636,475.09 1,184,336.25 -46.26

主要是报告期内缴纳的增值税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3,510,170.95 2,550,565.88 37.62

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人员及薪酬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899,782.25 1,728,690.56 125.59

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存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91,205.59 0.00

不适用

报告期内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信用减值损

失所致

投资收益

29,595.04 -14,906.21 298.54

参股公司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378,198.42 616,900.30 123.41

主要是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1,523,215.16 18,945,991.85 -108.04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入、毛利下降所致

营业外支出

144,371.68 91,809.62 57.25

主要是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1,392,381.24 19,182,145.78 -107.26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入、毛利下降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294.74 3,949,334.93 -99.56

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减少所致

净利润

-1,409,675.98 15,232,810.85 -109.25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入、毛利下降所致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

） 原因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3,136,210.25 1,938,577.45 61.78

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39,432.27 -17,252,896.60 239.92

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回款增加及购买商品支出

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3,465,671.04 126,405,210.06 -89.35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设备款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5,000,000.00 0.00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内对外借款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0,000,000.00 0.00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短期借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1,950,000.00 0.00

不适用 主要是子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0.00 1,750,000.00

不适用

上年同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支付相关融资费

用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1,330,531.55 -3,058,954.58 -56.50

主要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升， 汇兑损失减少

所致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5,253,952.34 294,193,135.89 -67.62

上年同期发行可转债收到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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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喻信东

日期

2019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3738��������证券简称：泰晶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1

债券代码：113503��������债券简称：泰晶转债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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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现

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9日以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喻信东先生主持，应到会董事6名，实到6名，监事会成员、高管列席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

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的实际运营状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及2018年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事项。 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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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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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监事会的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9日以文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魏福泉

先生主持，应到会监事3名，实到3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的实际运营状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的规定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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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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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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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依据概述

根据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2018年1

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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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通知的要求，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根据财会

〔2018〕15号附件1（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进行编制，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根

据财会〔2018〕15号附件2（适用于执行新金融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的企业）进行编制。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主要变更内容如

下：

1、以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

金融资产分类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

况，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3、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范围，以定性的套期有效性测试要求取代定

量要求，引入套期关系“再平衡”机制。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

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修订后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将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调整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包括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等，对2019年期

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可能产生影响， 但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不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在编制

2019年各期间财务报告时，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

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的规定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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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