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24 日 星期六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１、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展健康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０００８１３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业松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乙２号美林大厦１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金银路５３
层
号

蒋欣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５２２３７

０９９１－４３３６０６９

电子信箱

ｄｙｓｏ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ｘ８１８＠１６３．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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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元）

９２１，８８１，５６１．９４

１，６６１，００３，８５４．１６

－４４．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２４１，９３３，６９２．４４

４４３，７２２，３１１．１２

－４５．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元）
损益的净利润（

２３０，６３０，８４２．１２

４４０，４９０，４０１．１１

－４７．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７７８，６１４，０５８．２１

１３７，７５８，２５４．３６

４６５．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０９１

０．１９８０

－４４．９０％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０９１

０．１９８０

－４４．９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４８％

９．３１％

－４．８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
元）

５，７４８，８５７，８７０．２４

５，９２１，６３８，２８５．９３

－２．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５，５１７，８７３，２８７．１９

５，２８１，４８５，８５５．３３

４．４８％

３、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６，５３３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 复 的 优
如有）
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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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92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１３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５７４，８８５．７９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３．６５％；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５５１，７８７．３３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１０．６０％；资产负债率为４．０２％；实现营业收入
９２，１８８．１６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４４．５０％； 实现利润总额２９，３６２．８９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４３．７６％；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２４，１９３．３７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４５．４８％。
２、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２０１７年发布了修订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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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
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
１）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２）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３）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
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而确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
预
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个分类类别。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
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
已发生损失”模型。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
司具体会计政策见２０１９半年度报告 第十节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一 “
金融工具”、“
预期
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７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 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对金融工具会计政策进行变
更。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均无重大影响，无需对金融工
具原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
的影响汇总如下：
单位（
元）
会计政策变更前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余额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余额

资产：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数量

股份状态

美林控股集团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３０．２０％ ６７６，８２５，４７５

５５４，０９８，６７１ 质押

上海岳野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企业 （
有限合 人
伙）

１８．４８％ ４１４，１３８，０６６

２１９，４６２，１８３

８．７９％ １９７，０３１，６８５

０

６６６，５９８，６７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８６０，００２，３１４．１１

８６０，００２，３１４．１１

其他流动资产

５５４，７６５，２２６．９５

－４６０，００２，３１４．１１

９４，７６２，９１２．８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０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会计政策变更前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余额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金额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会计政策变更后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余额

资产：

新疆凯迪投资
国有法人
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锦桐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有限公司 人

４．９６％ １１１，０８９，２０７

新疆凯迪矿业
投资股份有限 国有法人
公司

４．６４％ １０４，０３９，３６７

北京凯世富乐
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凯
其他
世富 乐稳健 ９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３．０５％

北京凯世富乐
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凯
其他
世富乐稳健１１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４％

新疆华泰天源
境内非国有法
股权投资有限
人
合伙企业

１．８４％

６８，４０５，８３６

４５，７４７，２２６

４１，２１５，５０４

德展大健康股
份有限公司回 境内非国有法
购专用证券账 人
户

１．０５％

２３，６１２，２２８

新疆金融投资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１．０２％

２２，８０１，９４６

１０１，７０７，５００ 质押
０ 质押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６４，５８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８，４０５，８３６

４５，７４７，２２６

４１，２１５，５０４ 质押

４１，２１５，５００

２２，８０１，９４６

美林控股为凯世富乐９号基金实际出资人， 因此凯世富乐９号基金为美林控股的一致行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凯迪矿业属于凯迪投资控股子公司，凯迪投资与凯迪矿业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前
的说明
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如有）
明（

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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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６、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是深化医改政策落地执行的关键时期，首批“
４＋７”带量采购政策正式开始
落地实施。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依据新的市场及政策环境，审时度势，积极谋篇布局，及时优
化调整公司发展战略，着力推进精耕细作、降本增效，加大非集采地区营销推广力度，加强公
司核心研发能力构建，积极推进新业务布局，通过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发展并举的方式有力
推进公司新战略实施，为公司未来长远健康发展铸就了基石，实现了公司既定战略目标。 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把握政策方向，实施品牌战略
销售情况：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在除集中带量采购外，实行代理商推广模式。 ２０１９年３月“
４＋
７”带量采购开始正式逐步实施，２０１９年６月福建全省开始实施带量采购政策。 随着带量采购的
推进实施，报告期内，主打产品“
阿乐”在１１个带量采购试点城市销售量大幅提升。 根据中国药
学会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５月份在全国１３００余家样本医院中主打产品“
阿乐”销量在阿托伐他汀、
瑞舒伐他汀以及匹伐他汀三种通用名全部药品中市场占有率显著升高，２０１９年５月市场占有
率较２０１９年１月上升１０个百分点，在三种他汀类全部药品中排名第二。 特别是在１１个试点城市
样本医院中“
阿乐”市场占有率增长显著，占有率接近６８％，已超越立普妥成为阿托伐他汀市
场占有率最大品牌。 但是，由于 “
带量地区”与“
非带量地区”存在较大差价，对公司的整体销
售量及销售额产生较大影响。 在药品大幅降价的背景下，未执行带量采购地区经销商备货库
存量大幅降低，一定程度造成了销售量的降低。
市场推广：报告期内，公司依据市场环境变化，主动调整推广策略，在原有推广渠道的基
础上，通过丰富推广手段，加大对基层医院推广力度，提高基层培训频次与质量。 持续深入树
立“
阿乐品质”概念，继续利用科研＋学术合作、搭建医学教育平台、支持学术推广的形式使公
司和产品品牌影响力在医生与药师心目中进一步提升。
（
二）积极推进研发，构筑核心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
阿乐”产品及原料药基础性研究工作，通过对阿托伐他汀钙杂
阿乐”品质及质量，通过技术提升进一步控制
质制备研究、原料药工艺前沿研究等，不断提升“
生产成本，同时不断推动提高阿托伐他汀钙产品标准，进一步树立主打产品竞争优势。
此外，公司积极推进与高等学府、海外医药研发机构合作，与清华大学ＢＲＭ靶向药物、天
津大学等高校合作项目积极有序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加强新药开发力度，立项一类新药
研发项目１项，在研一类新药项目达３项，此外还有多项三类新药在研。 公司胺碘酮片、秋水仙
碱片等其他产品一致性评价工作亦在积极推进之中。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大力推进研发工作，
有力的推进了公司核心竞争力能力构建。
报告期内，新申报专利１项，为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ＢＲＭ项目相关专利。 截止本报告期末，
公司共有１４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并有７项专利在审。
（
三）结合政策形势，安全稳健生产
１、生产情况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根据市场需求，报告期内公司新增２８片／盒包装。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
成天津武清子公司原料药生产线增加产能的技术改造方案。
报告期内，主要品种“
阿乐”成品率达９８．７２％，较去年提高０．７０％，综合成品率达到９７．２２％，
较去年提高０．７％。 报告期内，公司严把生产质量关，坚持落实质量安全两手抓，实现报告期内
零安全事故。
２、 环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环保生产责任，按照北京市环保局有关要求和执行标准，建
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备案工作；严格按要求落实“
三废”处理，公司厂区土壤检测，检
测结果全部符合环保标准；落实食堂油烟系统改造工程，改造后排放浓度完全达到北京市的
最新标准；落实污水站在线监测工程，实现了实时在线监测污水排放情况。
（
四）强化质量管理
报告期内，为配合好带量采购供应工作，根据监管机构要求，公司上下严把质量意识，积
极贯彻执行国家药品管理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产品质量管理工作，通过加强供应商管理，生
产过程控制，变更控制和偏差处理，产品稳定性考察，全面实施质量风险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有
效措施，有效确保了药品的质量安全。 报告期内，公司各品种产品质量稳步提高，无违法生产，
无质量事故发生，市场抽检合格率１００％。
（
五）完善内控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内控规范的推广和应用，做好流程建设、制度完善、内控评价建
设等工作，从流程优化、制度完善、人员调整、方法提升等方面进行改善，为公司健康、可持续
发展提供更有效的内部控制支持。 报告期内，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着力推进募集资金使用、固定
资产核查、现金管理和库存管理等多个方面的审计监督工作，强化内部审计监督职能，进一步
促进公司合规运营。
（
六）积极开拓新业务布局，实现外延发展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进一步拓宽公司业务领域，公司进行了一系列新业
北京）生物科技
务布局，合资设立了德义制药有限公司、美瑞佤那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德佳康（
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及合营公司，分别开展工业大麻在医用、食品饮料领域应用研究及开
展心血管体检业务。 上述新业务布局的推进，有利于公司拓宽产品管线、开拓新业务领域、创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４５、２０００４５

证券简称：深纺织Ａ、深纺织Ｂ

８６０，００２，３１４．１１

８６０，００２，３１４．１１

其他流动资产

４６０，３９８，２７４．２３

－４６０，００２，３１４．１１

３９５，９６０．１２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
会［
以下简称“
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２０１９］６号）（
该通知的要求编制２０１９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 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 公司将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示为“
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
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两个项目；将“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
账款”拆分列示为“
目位置移至“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并将利润表“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
损失以“
损失（
－”列示）”。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２０１９年中期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表。 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
权益无影响。
（
２）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本期新设子公司：
①美瑞佤那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关于与汉义生物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
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审议并通过《
立合资公司》议案。 公司在北京市密云县设立全资子公司美瑞佤那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２０，０００．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暂定为北京市密云县， 公司以货币进行出资， 占注册资本６０％。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 已取得北 京 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密云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为
９１１１０２２８ＭＡ０１Ｌ２Ｐ３１３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张婧红；经营范围：销售食品；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
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上述认缴出资并未实际出资。
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②德佳康（
经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在北京市密云县与北京市玺德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１，０００．００万元设立德佳康（
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出资６７０．００万元，持股比例
６７％。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 已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密云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１１０２２８ＭＡ０１Ｋ３ＷＧＸ３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种传宝；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演出及棋牌娱
乐活动）；应用软件服务（
医用软件服务除外）；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承办展览展示活
动；基础软件服务；会议服务；健康咨询（
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健康管理（
须经审批的诊
疗活动除外）；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包装装潢设计；公共关系服务；医学研
究与试验发展。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截至目前，上述认缴出资并未实际出资。
③德展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根据总经理办公会会议， 公司在中国香港出资１，０００．００万港元设立德展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１００．００％，已取得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的审核批文。 法定代表人：张
湧。 截至目前，上述认缴出资并未实际出资。
董事长：张湧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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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于２０１９
年８月１２日发送于各参会董事；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加会议董事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９人。 本次董事会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
如下决议：
一、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审议获得通过。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 《
证券时报》、《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二、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编制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
情况，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审议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 《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三、关于增加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审议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 《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关于增加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四、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依据财政部《
修订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
应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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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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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审议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 《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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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决议：
一、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报告期，公司监事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对公司的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
认真的审查。 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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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审议获得通过。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修订通知》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
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权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该议案审议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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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关于核准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
复》（
证监许可［
以下简称德展健康、本
２０１６］１７１８号）。 根据该批复，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股１５１，６５６，９３５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１元，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９．９３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５０５，９５３，３６４．５５元，其中：划入本公
司锦州银行北京华威桥支行四个账号中，账号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３５２５０１金额：１，０４５，４３８，５００．００元；账
号：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３５２２３１金额：３３１，５２２，１００．００元； 账号：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３５２３３２金额：６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账号：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３４６３５７金额：３７，９９２，７６４．５５元，前期已支付的中介费用直接划入本公司一
般账户工商银行北京甜水园支行账号：０２００２１１６１９００００６８７６５金额：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上述募
集资金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全部到账，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８
日出具的ＸＹＺＨ／２０１６ＢＪＡ１０７２３ 号《
验资报告》审验。
二、截至目前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２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
公司已在锦州银行北京华威桥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锦州银行北京华威桥支行

４１０１ ００２０ ３３４６ ３５７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锦州银行北京华威桥支行

４１０１ ００２０ ３３５２ ３３２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锦州银行北京华威桥支行

４１０１ ００２０ ３３５２ ５０１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锦州银行北京华威桥支行

４１０１ ００２０ ３３５２ ２３１

嘉林药业有限公司

锦州银行北京华威桥支行

４１０１ ００２０ ３４０８ ５０３

天津嘉林科医有限公司

锦州银行北京华威桥支行

４１０１ ００２０ ３４０８ ２２２

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锦州银行北京华威桥支行

４１０１ ００２０ ３４０７ ９９５

三、本次增加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 公司拟增加设立１个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专门用于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和使用，拟设立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单位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工商银行朝阳国航大厦支行

０２００２２７９１９２０００６１１９５

本次增加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公司企业研发技术中心研发平台改造提升项
目、心脑血管及肿瘤等领域治疗药物的研发、嘉林有限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天津嘉林原
料药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本次新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事项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
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 公司将尽快与上述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
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１、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１３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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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现将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颁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
财会［
以下简称“
《
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
２０１９］６号）（
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２０１９ 年度中期财
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
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
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
修订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财政部的修订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
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１、资产负债表项目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１）将原“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２）将原“
２、利润表项目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
１）“
（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２）将利润表“
－”列示）”。
３、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 不影响公司净资
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目前会计准则及财
政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该议案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修订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
公司依据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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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履行了相
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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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
修订通知》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
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权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１、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8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于２０１９
年８月１２日发送于各参会监事；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加会议监事５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５人。 本次监事会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１３

６、存款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０８月２２日
７、起息日：２０１９年０８月２３日
大陆）法定公众假日顺延。
８、到期日：２０１９年０９月２３日，到期日若逢中国（
９、预期年化收益率：１．１５％－３．６０％
１０、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１、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
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定审批程序，不影响公司
正常业务发展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２、本次通过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能获得一定投资收益，有利于募集资金的保值，不会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３、盛波光电与招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已到期产品的情况
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披露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的进展公告》
（
２０１９－３３号）之日起至本公告日，盛波光电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已到期
产品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人

关联
关系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招商银
行

不存在关
联关系

结构性存
款

保本非固定收益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８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 闲置募
日
日
集资金

是

５．８６

招商银
行

不存在关
联关系

结构性存
款

保本非固定收益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３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 闲置募
日
日
集资金

是

２８．３６

终止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39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开户行

锦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华威桥支
行

单位名称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３１日余额
（
元）

账号

２０１９年１－６ ２０１９年１－６
月划出金额 月划入金额
（
元）
（
元）

２０１９年１－６ ２０１９年１－６
２０１９年６月
月
月利息及手
３０日余额
续费净额
使用金额
（
元）
（
元）
（
元）

德展大健康
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３５２
股份有限公
５０１
司

３９１，５２６，
６１９．２７

９８８，０１６，
５３８．２４

６２５，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９３，
３５９．６６

３１，７０３，
４４０．６９

德展大健康
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３５２
股份有限公
３３２
司

５５，９３１，
７０１．００

１０６，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３２０．４６

１１６，
０２１．４６

德展大健康
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３５２
股份有限公
２３１
司

１４３，４８１，
４４９．７２

２５１，８０７，
６４０．５１

１３５，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０，
２９４．８３

２８，１２４，
１０４．０４

德展大健康
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３４６
股份有限公
３５７
司

３８，２６８，
４５４．４２

６８，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７２７．６２

３８５，
１８２．０４

嘉林药业有 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４０８
７，２８８，１３５．７７
限公司
５０３

２１，０１６，
５３８．２４

２３，０４４，
４９１．３５

８，６６１．８９

５，２６８，
８４４．５５

天津嘉林科 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４０８
９，３３２，４１８．５１
医有限公司
２２２

５１，８０７，
６４０．５１

５０，９７３，
０７５．９４

１２，６５０．１９

１０，１７９，
６３３．２７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５，
６００．００

９４２．２３

３３２，
４５１．２３

９１３，８２４，
１７８．７５

７５，１８３，
１６７．２９

４，９６６，
９５６．８８

７６，１０９，
６７７．２８

北京嘉林药
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４０７
业股份有限
９９５
公司

４９７，１０９．００
６４６，３２５， １，４１３，８２４，
８８７．６９
１７８．７５

合计

上述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全部为活期存款，资金使用未受到限制。
（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根据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１０亿元（
含１０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
含１５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最高额度是
募集资金及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１５亿元（
指单日最高余额）。 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期限自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募集资金在理财产品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本期购
买的理财产品全部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２０１９年期初募集资金理财余额：
４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本期购买理财产品：１，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理财产品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
金账户：８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募集资金理财余额：９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注：期末理财余额中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为本公司购买的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
该理财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
关于调整闲置募集
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在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５日召开的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１．５亿元购买了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账户盈Ｃ”银行理财产品。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４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决
定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４日起对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接管，接管期限一年。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日，本
公司与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接管组签订了债权收购与转
让协议，协议约定将上述理财本金及利息中的１４５，６４９，３１０．９９元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存款保险基金全额保障， 剩余本金及利息６，８２５，７２０．１４元依法参与后续
受偿。 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本公司将上述款项确认为其他应收款项， 并确认了坏账准备２，
５８１，１６１．０３元。 本公司已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３日收到上述已保障款项１４５，６４９，３１０．９９元。
（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德展健康（
包括母公司、子公司嘉林药业有限公司、天津嘉林科医有限公司、北京嘉林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３日与锦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威桥支行、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１。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的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件：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表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５０，５９５．３４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５１８．３２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４８，３５３．２４

一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一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一

是否已
承诺投资项目和 变更项 募集资金承 调整后投资
超募资金投向 目（
含部 诺投资总额 总额（
１）
分变更）

本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项目达到预
截至期末累
投入进度
计投入金额
定可使用状
（
％）（
３）＝
（
态日期
２）
（
２）／（
１）

本期
实现
的效
益

项目
可行
是否
性是
达到
否发
预计
生重
效益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嘉林有限制剂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

否

１０４，５４３．８５

１０４，５４３．８５ ２，３０４．４５

２７，５８４．０７

２６．３９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３１日

一

不适
用

否

天津嘉林原料药
生产基地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否

３３，１５２．２１

３３，１５２．２１ ５，０９７．３１

１７，１５３．１５

５１．７４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３１日

一

不适
用

否

心脑血管及肿瘤
等领域治疗药物
的研发

否

６，１００．００

６１６．０２

１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

一

不适
用

否

一

不适
用

否
否
一一

企业研发技术中
心研发平台改造
提升项目
支付中介机构费
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否

６，１００．００

３，７９９．２８

否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

３，７９９．２８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５９５．３４

１１６．５６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５９５．３４ ７，５１８．３２

超募资金投向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一一

一

不适
用

４８，３５３．２４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无

归还银行贷款
（
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
（
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合计
一、嘉林有限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１、北京行政规划的影响 一方面，２０１８年北京市行政副中心正式落户通州区，受
此影响政府对建设项目的质量标准、施工进度等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标准和政策；
另一方面，近年来政府对“
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项目施工受到政府
部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和限制 （
如： 在严重不可描述天气期间建设项目需全面停
工）。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秋冬季大气污
２、北京冬季治污的影响 公司受《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秋冬季
建设系统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等政策的影响，２０１８年５月该项目取得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二期工程施工许可证、２０１８年７月取得渣土消纳证，随后才进行土建施工，导致项目
因（
分具体项目）
实际进度未能达到计划进度。
二、天津嘉林原料药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由于天津滨海８．１２爆炸影响， 以及近年来国内其他省市危化企业安全问题频
发，天津市对危化企业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流程多次调整，导致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才取得三期工程规划许可证。 现已取得《
审图合格证》，具备了招标条件，预计２０２０
年底可完成建设工作。 但随着今年南方危化企业重大安全事故频发，尤其是响水事
故发生后，针对危化企业的建设管理更趋严格，相关安全、环保检查非常频繁，我公
司所属物流园区存在极大不确定因素， 公司的后续战略规划调整对三期建设进度
也有一定的影响。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情况进展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先期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４０，６０９．６２万元，自有资金投入：２１，４７４．２３万元。 公司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２０１７年６月５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１９，１３５．３９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不适用
因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本期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１３４，０００．００万元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划入募集
资金专户金额：８４，０００．００万元， 其他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全部以活期存款形式存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无
他情况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００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深圳市纺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的进展公告

起始日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４６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４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纺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业务的议案》，决定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２０，０００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本金安全的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有效期为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７日 《
（
２０１９－１５号）。 在购买额度范围内，公司经营层严格按照董事会的授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业务。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披露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的进展公
告》（
２０１９－３３号）。 现将近期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招商银行ＣＳＺ０２４８６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及产品主要内容
以下简称“
盛波光电”）和招商银行股份有
１、协议双方：深圳市盛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招商银行”）
２、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产品合同
３、产品类型：浮动收益型
４、存款金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存款期限：３２天
６、存款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０８月０８日
７、起息日：２０１９年０８月０８日
大陆）法定公众假日顺延。
８、到期日：２０１９年０９月０９日，到期日若逢中国（
９、预期年化收益率：１．１５％－３．４９％
１０、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二、招商银行ＴＨ０００６４３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及产品主要内容
１、协议双方：盛波光电和招商银行
２、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产品合同
３、产品类型：浮动收益型
４、存款金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存款期限：３１天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印发的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和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关于核准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９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
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
证
监许可［
以下简称德展健康、本公司）
２０１６］１７１８号）。 根据该批复，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股１５１，６５６，９３５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１元，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９．９３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１，５０５，９５３，３６４．５５元，其中：划入本公司锦州
银行北京华威桥支行四个账号中， 账号：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３５２５０１金额：１，０４５，４３８，５００．００元； 账号：
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３５２２３１金额：３３１，５２２，１００．００元；账号：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３５２３３２金额：６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账
号：４１０１００２０３３４６３５７金额：３７，９９２，７６４．５５元， 前期已支付的中介费用直接划入本公司一般账
户工商银行北京甜水园支行账号：０２００２１１６１９００００６８７６５金额：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上述募集资
金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全部到账，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８日出具了ＸＹＺＨ／２０１６ＢＪＡ１０７２３号《
验资报告》。
本公司２０１９年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期初余额：６４６，３２５，８８７．６９元，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投入：７５，１８３，１６７．２９元， 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存款利息及理财利息收入扣除
银行手续费支出：４，９６６，９５６．８８元，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现金支出净增
加：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７６，１０９，６７７．２８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管要求》、《
２０１５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制定了《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 凡涉及每一笔募集资金的支出均须由有关
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规定工作流程，
逐级审核，各控制环节签字后予以支付；凡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报董事会审批。
（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资金
来源

是否
赎回

实际
收益

五、备查文件
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的交易申请确认表》；
１、《
招商银行银行回单》。
２、《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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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１００％， 请投资者
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公司”）境外附属公司隆亨资本有限公司
隆亨资本”）向海通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通证券”）申请５亿港币的融
（
以下简称“
资，公司境外附属公司中泛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泛集团”）将为上述融资提供担保。 本
次融资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融资主体：隆亨资本有限公司；
２． 融资用途：用于继续持有上市证券；
３． 融资规模：５亿港币；
４． 融资期限：１２个月；
５． 风险保障措施：公司境外附属公司中泛集团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隆亨
资本以其持有的１．２４８亿股民生银行Ｈ股股票提供抵押担保。
（
二）本担保事项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２号一交易和关联交易》的规定，中泛集团已履行完其内部审议程序，公司无需履
行相应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
一）公司名称：隆亨资本有限公司
（
二）成立日期：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１日
（
三） 注册地址：Ｐｏｒｔｃｕｌｌｉ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４ｔｈ Ｆｌｏｏｒ， Ｅｌｌｅｎ Ｓｋｅｌｔ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３０７６ Ｓｉ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Ｄｒａｋｅ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Ｔｏｒｔｏｌ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ＶＧ１１１０
（
四）已发行股本：５万美元
（
五）董事：韩晓生、刘国升
（
六）主营业务：资本投资
（
七）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隆亨
资本１００％股权。
（
八）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币元
项目

截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０日／２０１９年１－３月（
未经审计）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度
（
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４，６０２，１２１，３０６．００

４，３６２，５６２，５７５．００

负债总额

２，７０６，０４９，３１７．００

２，６８４，１７７，５８５．００

净资产

１，８９６，０７１，９８９．００

１，６７８，３８４，９９０．００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２４，５３８，６４４．００

１，６９７，７３９，７０６．００

净利润

１２４，５３８，６４４．００

１，６９７，７３９，７０６．００

（
九）经查询，隆亨资本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详见本公告“
一、（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四、董事会意见
隆亨资本系公司境外全资附属公司。 本次隆亨资本申请融资将有利于满足其资金需求，
符合其经营发展需要。
综上，本次中泛集团对隆亨资本融资提供担保，符合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
有关规定和公司相关要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因此，
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２０１９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总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８７９．３２亿元，本次对外担保事项
未包含在上述预计额度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余额为６，６２９，３３１．４４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净资产的３２９．５３％；其中，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
有限公司向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出售资产而产生的过渡期对第三方的担保， 实际余额
为１，９４６，５００．００万元，占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净资产的９６．７６％（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１
月２２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其余担
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目前，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
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