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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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李军利 董事 因故未能出席 祝社宁

1.3� 公司负责人袁旺家、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旺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乃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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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8,524,212.19 21,729,021,009.08 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44,474,455.55 3,389,094,108.24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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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163,303.46 644,062,505.26 -3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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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7,118,906.95 1,303,932,098.32 -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246,652.36 86,194,779.41 8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5,261,777.75 86,244,653.40 8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48 2.79

增加

1.6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797 0.0997 8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797 0.0997 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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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3.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702.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46,123.78

合计

-15,1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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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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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

产开发公司

497,000,938 57.52 0

质押

185,000,000

国有法人

信裕金久（芜湖）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3,305,300 1.54 0

未知

0

其他

李大中

9,125,889 1.06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王德华

6,001,060 0.69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王有利

5,390,001 0.62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郑文健

5,076,491 0.59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

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3,429,500 0.40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顾勇梁

3,315,271 0.38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东证资管

－

太保人寿股票

红利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2,381,000 0.28 0

未知

0

其他

西藏富通达投资有限公司

2,250,000 0.26 0

未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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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

497,000,938

人民币普通股

497,000,938

信裕金久（芜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30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5,300

李大中

9,125,889

人民币普通股

9,125,889

王德华

6,001,060

人民币普通股

6,001,060

王有利

5,390,001

人民币普通股

5,390,001

郑文健

5,076,491

人民币普通股

5,076,491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

所）

3,429,500

人民币普通股

3,429,500

顾勇梁

3,315,271

人民币普通股

3,315,27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东证资管

－

太保

人寿股票红利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2,3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1,000

西藏富通达投资有限公司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 本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

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余九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

、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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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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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377,556,465.20 2,215,645,390.01 52.44

主要为本期新发行公司债收到货币资金增加所

影响

其他应收款

811,832,333.52 429,796,422.85 88.89

主要为本期支付拟储备土地相关款项较上年末

增加所影响

债权投资

6,856,112.77 5,119,012.89 33.93

主要为本期购买信托保障基金增加所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

57,894,346.56 132,320,589.59 -56.25

主要为本期发放已计提的绩效工资所影响

应付利息

115,819,682.35 67,953,532.01 70.44

主要为按权责发生制计提的应付利息未到付息

期所影响

应付债券

3,480,108,872.62 1,492,191,555.19 133.22

主要为本期新发行公司债导致应付债券增加

少数股东权益

192,324,053.11 31,069,339.40 519.02

主要为本期非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等原因所影

响

利润表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33,454,908.28 66,538,784.02 -49.72

主要为本期结转收入与上期相比减少所影响

管理费用

31,162,294.80 20,668,542.95 50.77

主要为本期公司规模扩大， 综合管理费用增加及实施企业

年金政策所影响

财务费用

11,772,724.24 17,024,657.04 -30.85

主要为本期贷款利息费用化减少所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

信用

减值损失

875,969.84 1,412,515.00 -38.04

主要为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修改会计政策所影响

营业外收入

150,828.65 41,418.85 264.15

主要为本期确认客户违约金所影响

营业外支出

157,700.68 108,798.73 44.95

主要为本期支付捐赠款等原因所影响

利润总额

204,788,212.24 114,283,098.04 79.19

主要为本期结转收入项目毛利率较高所影响

所得税费用

51,804,368.07 28,999,710.72 78.64

主要为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影响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55,246,652.36 86,194,779.41 80.11

主要为本期结转收入项目毛利率较高所影响

少数股东损益

-2,262,808.19 -911,392.09 148.28

主要为本期非全资子公司收入、成本、费用等发生变化所影

响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0,163,303.46 644,062,505.26 -303.42

主要为本期支付土地储备款及工程

款增加所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64,759.69 -168,432,636.75

不适用

与上年同期相比， 本期对外投资减

少所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9,535,960.67 -102,597,314.92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新发行公司债收到款项

增加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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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袁旺家

日期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0665� � � �证券简称：天地源 公告编号：临2019-042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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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董事李军利因故未能出席，委托董事祝社宁代为出席并表决。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了新任董事后，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33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27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名，实际

参与表决11名。董事李军利因故未能出席，委托董事祝社宁代为出席并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董事一致推举公司董事袁旺家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选举袁旺家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在公司总裁空缺期间，由公司董事长袁旺家代为履行总裁职责。

袁旺家简历：

袁旺家，男，1965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在机械部第七设计研究院、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工

作。曾任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基建管理中心工程部经理，西安软件园建设部经理、副主任，西安高科（集团）公司配套

建设项目部副部长，西安高科集团高科房产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西安高新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西安高科（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本议案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俞向前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董事长职务， 根据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条

例》相关规定，选举袁旺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选举后，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袁旺家 白永秀宋敏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宋敏 汪方军祝社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汪方军 杨为乔李军利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白永秀 杨为乔王智刚

本议案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2017年3月31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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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17年5月2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以上

统称为“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有关规定，境内上市企业需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公司根据以上会

计准则的发布及修订，对公司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分别就此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7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本公司公告（编号：临2019-043）。

本议案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7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本议案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665� � � �证券简称：天地源 公告编号：临2019-043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

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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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7年3月31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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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17年5月2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

金融工具列报》，对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情况概述

根据财政部2017年3月31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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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17年5月2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以上

统称为“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有关规定，境内上市企业需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公司根据以上会计准则的发布及修订，对公司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二）变更审议程序

2019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修订的金

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一）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的“四分类” 改为“三分类” ，减少了金融资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

一致性。变更前，按照持有金融资产的意图和目的不同，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贷款和应收款项”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变更后，将以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

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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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法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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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前，对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采用的是“已发生损失法” ，即只有在客观证据表明金融

资产已发生损失时，才对相关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变更后，公司将对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采用“预期损失法” ，以金

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确认和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三）进一步明确了金融资产转移及其终止确认的判断原则。

（四）金融工具列报要求相应变动。

三、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调整 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并于 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

披露。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对2019年期初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修订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

1

）资产负债表中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改为“债权投

资”；

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改为“债权投资”；

（

2

）按照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调整其他应收款、递延所得

税资产、期初未分配利润。

调减其他应收款

66,109.22

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

17,326.07

元，调增期初盈余

公积金

17,639.60

元， 调增期初未分配利润

116,055.35

元， 少数股东权益调减

182,478.10

元。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修订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7年3月31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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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17年5月2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

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独立意见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7年3月31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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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17年5月2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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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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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关于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2017年3月31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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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17年5月2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

一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上网/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独立意见；

（四）董事会关于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说明；

（五）监事会关于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意见；

（六）公司会计政策（2019年4月修订）。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665� � � �证券简称：天地源 公告编号：临2019-044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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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

路33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27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7名。公司已于2019年4月23日以邮件、短

信、微信等方式将会议通知、会议文件发送至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自更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2017年3月31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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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17年5月2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以上

统称为“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有关规定，境内上市企业需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公司根据以上会

计准则的发布及修订，对公司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分别就此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7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本公司公告（编号：临2019-043）。

本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7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本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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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慈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泰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明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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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27,447.05 145,774,417.64 2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19,849.53 -12,049,923.61 3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0,498,560.80 -11,939,932.75 12.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83,642.94 -21,282,637.90 52.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88 -0.0141 37.5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88 -0.0141 37.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1% -1.39%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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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295,490.22 2,276,109,018.65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5,684,211.81 933,236,725.42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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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920.85

主要系公司处置所持有的康智健

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全部

5%

股

权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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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9,855.31

主要系：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政府

给予企业扶持资金

188

万元，控股

子公司上海斯米克健康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收到增值税即征即退

19.5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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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127.51

系公司结构性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5,225.5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9,607.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359.04

合计

2,978,71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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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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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MIC

INDUSTRIAL INC.

(

斯米克工业有限

公司

)

境外法人

46.83% 399,795,802 0

质押

224,080,000

DIGITAL PACIFIC

INC.

（太平洋数码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22% 61,607,356 0

上海杜行工业投

资发展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8% 21,161,240 0

上海斯米克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 13,695,860 0

彭洁芳 境内自然人

1.20% 10,259,386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华安

媒体互联网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8,503,665 0

谭永平 境内自然人

0.47% 4,020,570 0

陈玉霞 境内自然人

0.45% 3,85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2% 1,859,780 0

肖燕銮 境内自然人

0.19% 1,619,5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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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MIC INDUSTRIAL INC.(

斯米克工业

有限公司

)

399,795,802

人民币普通股

399,795,802

DIGITAL PACIFIC INC.

（太平洋数码

有限公司）

61,607,356

人民币普通股

61,607,356

上海杜行工业投资发展公司

21,161,240

人民币普通股

21,161,240

上海斯米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3,695,860

人民币普通股

13,695,860

彭洁芳

10,259,386

人民币普通股

10,259,38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媒

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03,665

人民币普通股

8,503,665

谭永平

4,020,570

人民币普通股

4,020,570

陈玉霞

3,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5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59,780

人民币普通股

1,859,780

肖燕銮

1,619,570

人民币普通股

1,619,5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上海斯米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李

慈雄先生控制，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第

5

大股东彭洁芳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0,259,386

股；第

7

大股东谭永平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02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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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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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增减 同比增减（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55,056,111.37 - 55,056,111.37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 24,993,325.75 -24,993,325.75 -

应收票据

3,449,511.57 10,598,477.21 -7,148,965.64 -67.45%

预付款项

22,912,858.57 11,914,934.27 10,997,924.30 92.30%

其他应收款

17,819,319.84 13,018,313.36 4,801,006.48 36.8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4,281,168.14 -4,281,168.14 -

应付职工薪酬

11,009,368.74 21,006,176.80 -9,996,808.06 -47.59%

长期应付款

5,206,613.59 11,866,852.85 -6,660,239.26 -56.12%

库存股

- 8,875,000.00 -8,875,000.00 -

变动原因分析：

1、交易性金融资产：系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执行新的金融工具准则报表列报项目变

化所致。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执行新的金融工具准则报表列报项目变化所

致。

3、应收票据：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到期承兑减少。

4、预付账款：主要系预付采购款同比增加，以及子公司江西斯米克陶瓷有限公司一次性领用修理用备

品备件转待摊费用增加。

5、其他应收款：主要系应收转让公司所持有的康智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全部5%股权款。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系持有康智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减少。

7、应付职工薪酬：主要系支付上年末计提的员工年终奖金。

8、长期应付款：系子公司江西斯米克陶瓷有限公司支付融资租赁款减少。

9、库存股：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回购注销减少。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同比增减 同比增减（

%

）

营业收入

187,927,447.05 145,774,417.64 42,153,029.41 28.92%

营业成本

125,080,028.50 95,692,802.94 29,387,225.56 30.71%

管理费用

19,610,194.78 13,473,060.96 6,137,133.82 45.55%

利息收入

236,849.64 676,853.83 -440,004.19 -65.0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62,785.62 - 362,785.62 -

投资收益

2,244,156.20 618,105.25 1,626,050.95 263.07%

其他收益

2,239,855.31 221,891.01 2,017,964.30 909.44%

营业外收入

193,855.86 23,158.67 170,697.19 737.08%

营业外支出

555,992.40 312,829.94 243,162.46 77.7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19,849.53 -12,049,923.61 4,530,074.08 37.59%

变动原因分析：

1、营业收入：（1）本报告期瓷砖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加2,177万元，增幅17.4%� 。主要系持续加强渠道

建设，拓展工程销售渠道，新增战略大客户所致。（2）医疗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加1,845万元，增幅589.9%。

主要系2018年11月收购持股70%合并子公司全椒同仁医院有限公司所致。

2、营业成本：主要系本报告期瓷砖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加以及并购全椒同仁医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

增加，相应增加营业成本。

3、管理费用：主要系并购全椒同仁医院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广州两地门诊部租金及营运费用增加。上

海悦心综合门诊部于2018�年下半年正式运营，广州悦心普通专科门诊部于2018年10月取得执业许可并开

始运营。

4、利息收入：主要系本报告期结构性理财收入列入投资收益科目影响利息收入同比减少。

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系本报告期对未赎回的理财产品期末以公允价值计量确认的收益金额。

6、投资收益：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参股的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一季度业绩同比上升影响增加，以及

结构性存款收益较上年增加。

7、其他收益：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给予企业扶持资金188万元，以及子公司上海

斯米克健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收到增值税即征即退19.58万元。

8、营业外收入：主要系处置资产处置收益以及供应商给予无需支付的款项，上年同期无。

9、营业外支出：主要系子公司全椒同仁医院有限公司资产处置损失，上年同期无。

1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主要系瓷砖业务营业收入增长相应增加营业毛利，影响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

（三）现金流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同比增减 同比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83,642.94 -21,282,637.90 11,098,994.96 52.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077,113.63 -17,638,563.61 -22,438,550.02 -127.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80,546.27 10,091,196.81 -16,271,743.08 -161.25%

变动原因分析：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1）本报告期合并全椒同仁医院有限公司以及瓷砖客户回

款影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2,686万元；（2）收到租赁业务等保证金及租赁客户水电费

同比增加439万元；（3）合并全椒同仁医院有限公司以及支付瓷砖供应商货款同比增加951万元；（4）合并

全椒同仁医院有限公司以及因销售人员增加影响支付给职工的现金同比增加1,038万元。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本报告期利用闲置资金申购和赎回理财产品现金净支出增

加，去年同期无。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1）银行借款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598万元；（2）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回购付现887.50万元，去年同期无；（3）上年同期子公司上海斯米克健康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现金209万元，本报告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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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金

额

报告期内售出金

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

来源

其他

194,900,000.00 362,785.62 0.00 170,300,000.00 140,600,000.00 1,129,453.26 55,056,111.37

自有

资金

合计

194,900,000.00 362,785.62 0.00 170,300,000.00 140,600,000.00 1,129,453.26 55,056,111.37 --

注：以上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主要为公司购买非保本理财产品金雪球-优先3号及结构性存款。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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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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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慈雄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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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勤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小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利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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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61,911.79 118,647,983.86 -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68,054.69 8,695,399.38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8,573,706.00 7,709,063.14 11.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511,979.59 -58,882,518.04 -18.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1 0.1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1 0.1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 1.6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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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152,029.12 670,497,117.53 -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9,463,990.02 546,215,363.96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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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1.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70.17

合计

-5,65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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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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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勤发 境内自然人

49.34% 40,172,000 40,172,000

质押

15,500,000

陈木发 境内自然人

7.05% 5,740,000 5,740,000

许绍壁 境内自然人

5.65% 4,600,000 3,450,000

汕头市锦煌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0% 3,663,830 0

质押

3,663,830

林典希 境内自然人

1.76% 1,435,000 1,076,250

余建平 境内自然人

1.76% 1,435,000 1,076,250

彭小青 境内自然人

1.58% 1,285,000 1,076,250

陈东松 境内自然人

1.06% 861,000 645,750

张太军 境内自然人

1.06% 861,000 0

陈利鑫 境内自然人

1.06% 86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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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锦煌投资有限公司

3,663,830

人民币普通股

3,663,830

许绍壁

1,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0,000

张太军

8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1,000

陈利鑫

8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1,000

林典希

358,750

人民币普通股

358,750

余建平

358,750

人民币普通股

358,750

法国兴业银行

25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000

陈东松

215,250

人民币普通股

215,250

彭小青

208,750

人民币普通股

208,750

董泽清

19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法国兴业银行与董泽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行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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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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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80,000,

000.00

0.00

30,000,

000.00

2,190,330.04 0.00

自有资金

合计

80,000,

000.00

0.00 0.00 0.00

30,000,

000.00

2,190,330.04 0.00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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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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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002919� � �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19-032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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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7年，财政部先后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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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

月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

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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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会计政策将按照财政部颁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

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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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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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同时明确了该三类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原则，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2、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

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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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 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

动。

公司将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

追溯调整。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执行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该议案依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准则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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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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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符合财政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董事会对该事项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919� � �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19-029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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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已于2019年4月22日向各位董事发出。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勤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参加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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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经营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031）及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

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2）及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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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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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通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已于2019年4月22日向各位监事发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翀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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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031）及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准则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有利于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2）。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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