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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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刘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晓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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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5,353,704.15 2,920,192,461.76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575,759,518.86 2,480,714,428.69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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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71,629.80 3,873,597.11 1,6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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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47,541.50 183,637,346.14 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9,170,649.65 40,269,637.53 2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2,550,975.82 39,320,460.55 8.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6 2.93 减少0.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4 -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4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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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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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8,7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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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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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1,164,499.65

合计 6,619,6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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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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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华 50,786,760 31.74 50,786,760 无 境内自然人

GL�GLEE�Investment�Hong�Kong�

Limited

16,560,000 10.35 16,560,000 无 境外法人

北京沐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245,600 10.15 16,245,6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422,760 9.64 15,422,760 无 国有法人

北京普华基业投资顾问中心（有

限合伙）

9,600,000 6.00 9,600,000 无 其他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南海成长精选（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520,000 3.45 5,520,000 无 其他

薛肖红 1,466,280 0.92 1,466,280 无 境内自然人

赵建平 1,200,000 0.75 0 无 境内自然人

覃甲鹏 1,173,000 0.73 1,173,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屈平 879,720 0.55 879,720 无 境内自然人

梁心 879,720 0.55 879,720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耐恩斯科技有限公司 879,720 0.55 87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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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建平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鹏华资产－兴业银行－鹏华资产德传医疗资产管理

计划

739,198 人民币普通股 739,198

陈宝福 699,500 人民币普通股 699,500

戴鸿安 4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8,000

胡爱眉 33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32,300

郭长棋 319,128 人民币普通股 319,128

秦菊英 26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100

顾岗峰 243,8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800

冼焕琪 218,338 人民币普通股 218,338

施林娣 2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刘建华、王锡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股东中普华基业为刘建华控制的企业，

公司股东中沐仁投资为王锡娟控制的企业，刘建华、王锡娟、沐仁投资及普华基业

为一致行动人。2、公司境外法人股东GL�的间接股东之一为Cowin�Konruns�Limited，

Cowin�Konruns�Limited�的实际控制人为郑伟鹤、黄荔。同时，郑伟鹤、黄荔为公司境

内股东南海成长的普通合伙人。3、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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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余额

增加所致

存货 12,856,965.84 9,624,877.91 33.58%

主要系公司本期末在产品增加

及子公司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13,750,110.22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将“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 调整至“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项目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9,998,564.12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对外投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67,720,040.25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将“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 调整至“其他

权益工具 投资”项目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5,200.16 -100.00%

主要系子公司长期待摊费用减

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82,537.93 7,135,057.84 -79.22%

主要系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计提递延所得税

资产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4,152,587.30 3,188,664.50 30.23%

主要系公司本期预收货款增加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560,683.80 13,194,221.16 -57.86%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2018年底

计提的员工奖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7,492,944.22 -28,381,496.3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9年1-3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18,225,015.70 7,532,611.86 141.95%

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及研

发人员薪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5,901,489.83 -5,191,776.69 206.28% 主要系公司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121,436.08 2,451,284.01 -186.54%

主要系本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减

少，冲回前期计提的坏账准备所

致

其他收益 7,818,708.62 1,018,708.62 667.51%

主要系公司取得与日常经营相

关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435.88 84,791.23 -101.69%

主要系子公司上年同期取得理

财产品投资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3,612.1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收到保险理赔款所

致

营业外支出 38,147.24 5,191.58 634.79%

主要系公司本期非流动资产报

废损失增加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3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7,871,629.80 3,873,597.11 1652.16%

主要系公司应收账款到期，收回

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8,271,450.30 -2,529,511.31 2599.00%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及对

外投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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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建华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3590� � �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19-028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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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

4月24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锡娟女士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

事谢炳福、独立董事付明仲、独立董事苏中一、董事郑伟鹤、董事陆潇波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

司监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参与表决人数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暨聘任证券事务代

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3590� � �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19-029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暨聘任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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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曹丹

丹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曹丹丹女士因内部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职务，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曹丹丹女士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曹丹丹女士在任期间为公司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谢波女士（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

职责，聘期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谢波女士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须的专业知识， 已分别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谢波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2898898

传真：010-82898886

电子邮箱：ir@konruns.cn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科学园路7号院3号楼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附件：谢波女士简历

谢波女士，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分别于2011年4月和2017年12月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7年6月至今， 任公司证券事务总

监。

谢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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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振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惠朋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解莉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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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357,180.81 1,671,880,744.92 1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46,042,344.11 1,039,979,790.36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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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3,104.14 -4,748,083.82 -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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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2,118,893.83 1,085,922,188.16 6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222,786.82 21,769,837.89 -7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004,931.83 14,364,346.59 -148.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50 3.12 减少2.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3 -7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3 -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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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8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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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9,7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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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1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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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46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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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8,462.17

所得税影响额 -4,902,060.27

合计 12,227,718.65

本期内公司与收益相关的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包括：

（1）根据龙口市财政局（龙财税指[2019]11号、21号、30号和34号）《关于拨

付中小企业发展专项经费的通知》， 公司获得财政补贴分别为50万元、849.63万

元、100万元和264.6万元。

（2）根据茌平县财政局（茌财预指[2019]19号和22号）《关于下达“互联网

+运输企业研发奖补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 公司子公司一点科技有限公司

聊城分公司获得财政补贴分别为191.30万元和161.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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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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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振东 57,399,987 28.47 0 质押 37,354,000 境内自然人

于江水 17,528,561 8.69 0 质押 17,528,560 境内自然人

山东一圈一带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山高－圈带私募基金

15,526,802 7.70 15,526,802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宋建波 15,003,661 7.44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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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振东 57,399,987 人民币普通股 57,399,987

于江水 17,528,561 人民币普通股 17,528,561

宋建波 15,003,661 人民币普通股 15,003,661

龙口南山投资有限公司 10,500,136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136

刘国阳 2,171,077 人民币普通股 2,171,077

李健 2,171,077 人民币普通股 2,171,077

王广臣 2,171,077 人民币普通股 2,171,077

徐亚春 1,7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0,000

王积武 1,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0,000

于俊峰 1,200,038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龙口南山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宋建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龙口南山投资有限公司 10,500,136 5.2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红 10,309,798 5.11 10,309,798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文仕 3,881,700 1.93 3,881,7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新疆宏盛开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81,700 1.93 3,881,7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刘国阳 2,171,077 1.0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健 2,171,077 1.0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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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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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振东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603223� � �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7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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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于2019年4月18日发出通知，于2019年4月29日9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恒

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数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审

议通过了关于《〈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股票代码：603223� � �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8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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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9年4月18日发出通知，于2019年4月29日14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

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数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审

议通过了《〈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30日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590� � � �公司简称：康辰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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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评估项目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中联评报字【2019】第660号

摘 要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接受武汉强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就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拟增资扩

股之经济行为，所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对象是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为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在基准日的全部资产

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等资产及相应负债。

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11月30日。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委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采用资产基础

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评估，然后加以校核比较。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

满足评估目的，本次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基于产权持有人及企业管理层对未来发展趋

势的判断及经营规划，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14.3949万元，具体评估结论

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78,725.2068万元，评估值80,122.7068万元，评估增值1,397.5000万元，增值率1.7752%。

负债账面价值80,137.1017万元，评估值80,137.1017万元，无评估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1,411.8949万元，评估值-14.3949万元，评估增值1,397.5000万元，增值率98.9805%。

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 特别提请报告使用者使用本报告时注意报告中所载明的特殊事项以及期后重大事

项。

根据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涉及法定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报告，须委托人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资产评

估监督管理程序后使用。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一年，即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11月29日使用有效。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223� � � �公司简称：恒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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