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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2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65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7月3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司网站：www.icbc.com.cn
（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传真：010-66275654
客服电话：95533
公司网站：www.ccb.com
（5）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彭纯
联系电话：021-58781234
传真：021-58408483
联系人：陈铭铭
客服电话：95559
公司网站：www.bankcomm.com
（6）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北京东路689号
法定代表人：高国富
联系电话：021-61618888
传真：021-63230807
联系人：杨国平、吴蓉
客服电话：95528
公司网站：www.spdb.com.cn
（7）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联系电话：021-38637673
联系人：张莉
客服电话：95511
公司网站：www.bank.pingan.com
（8）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6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金煜
联系电话：021-68475888
传真：021-68476111
联系人：王景斌
客服电话：95594
公司网站：www.bosc.cn
（9）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345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345号
法定代表人：陆华裕
传真：0574-87050024
客服电话：95574
公司网站：www.nbcb.com.cn
（10）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甲25号中国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甲25号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联系电话：010-63636235
传真：010-63636713
联系人：张谞
客服电话：95595
网址：www.cebbank.com
（1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广场、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港中旅大厦1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19年9月2日

赎回起始日

2019年9月2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9月2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9年9月2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9月2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A

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C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代码

007657

007658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2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
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
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通过代销机构、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0元
人民币（含申购费）。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基金份额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基
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但单一投资者持有本基金份额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50%，或者出现变相规避50%
集中度的情形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对该等申购申请进行部分确认或拒绝接受该等申购申请。
3.2 申购费率
3.2.1 前端收费
（1）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
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对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
别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
金，包括：1、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3、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
划；4、企业年金理事会委托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5、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 6、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
老保险等产品；7、养老目标基金；8、职业年金计划。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
类型，基金管理人将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
会备案。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0.48%

100万元≤M＜200万元

0.24%

M≥200万元

每笔1000元

其他投资者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1.2%

100万元≤M＜200万元

0.6%

M≥200万元

每笔1000元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
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2）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收取销售服务费。
3.2.2 后端收费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如本基金日后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基金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公
告。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本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每个基金交易账户的最低份额余额为1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因赎回、转换等原因导致其单个基金
交易账户内剩余的基金份额低于1份时，登记机构可对该剩余的基金份额自动进行强制赎回处理。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在赎回时收取基金赎回费用，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份额持续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投资者在
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赎回，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份额持续持有时间（L）

适用赎回费率

L〈7日

1.5%

7日≤L〈30日

0.5%

30日≤L〈365日

0.25%

L≥365日

0

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份额持续持有时间（L）

适用赎回费率

L〈7日

1.5%

7日≤L〈30日

0.5%

L≥30日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份额持
续持有时间小于30日的，赎回费用全部归基金财产，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大于等于30日但小于3个月的，赎
回费用总额的75%归基金财产，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大于等于3个月但小于6个月的，赎回费用总额的50%
归基金财产，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大于等于6个月的，赎回费用总额的25%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
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注：1个月=30日）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5 日常转换业务
5.1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
时不同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假设由基金A（转出基金）转换至基金B（转入基金）：
（1）转换（赎回）费率：转出基金赎回费用按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收取，并按照《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
理办法》的规定将部分赎回费计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财产。
转换（赎回）手续费率：取基金A的赎回手续费率
转出确认份额 = 转出申请份额×转换确认比例
转换费 = ∑（转出明细确认份额×基金A份额净值×转换（赎回）手续费率）
（2）补差费率：申购补差费率指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当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高于转
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应缴纳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反之则不收取申购补差费；各基金的申
购费率指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中规定的标准费率。
当基金A和基金B的申购费率均为非固定费用时，
补差费率 = 基金B的申购费率 - 基金A的申购费率
当基金A或基金B的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时，
补差费 = 基金B的申购费 - 基金A的申购费
5.2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基金转换业务开通范围：
在基金管理人直销系统（含直销中心、网上交易系统）开通本基金与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之间的转换
业务。具体包括：在直销中心开通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东方红货币A，代码005056，下同）、B类份
额（东方红货币B，代码005057，下同）与本基金之间的互相转换；在网上交易系统开通东方红货币市场基
金E类份额（东方红货币E，代码005058）与本基金之间的互相转换（含定期定额转换），东方红货币市场基
金A类份额、B类份额转换转出至本基金。
如日后在代销机构开通本基金转换业务，基金管理人将及时予以公告。
（2）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1）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基金登记机构处
注册登记的基金。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
于可申购状态。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不开放相互转换业务。
2）基金转换采取“
未知价法” ，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基金转出、转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3）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遵循“
先进先出” 的业务规则，即份额注册日期在前的先转换出，
份额注册日期在后的后转换出。基金转换申请转出的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
4）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T日）。正常情况下，投资者转换基金成功
的，登记机构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
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自T+2日起，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并有权转换或赎回
该部分基金份额。
5）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10份，单笔转换申请不受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转入基金最低申购数额和转出
基金最低赎回数额限制。若转入基金有大额申购限制的，则需遵循相关大额申购限制的约定。
6）当某笔转换业务导致投资者基金交易账户内余额小于转出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最低
持有份额” 的相关条款规定时，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7）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由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处理
程序进行受理。
8）基金转换后，转入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将重新计算，即转入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基金份额被
确认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3）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业务规则，但应在调整前依照《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6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2019年9月2日起，在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定期定额投资起点
为10元，无级差。
如日后在代销机构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金管理人将及时予以公告。
7 基金销售机构
7.1 场外销售机构
7.1.1 直销机构
(1)直销中心
名称：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31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37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电话：（021）33315895
传真：（021）63326381
联系人：于莉
公司网站：www.dfham.com
（2）网上交易系统
网上交易系统包括基金管理人公司网站（www.dfham.com）、东方红资产管理APP、基金管理人微信服
务号和基金管理人指定且授权的电子交易平台。 个人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dfham.com）、
东方红资产管理APP、基金管理人微信服务号和基金管理人指定且授权的电子交易平台，在与基金管理人
达成网上交易的相关协议、接受基金管理人有关服务条款、了解有关基金网上交易的具体业务规则后，通
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7.1.2 场外代销机构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联系电话：0755-83198888
传真：0755-83195050
联系人：邓炯鹏
客服电话：95555
公司网站：www.cmbchina.com
（2）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2层、23层、25层－29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13层、21层－23层、25层－29层、32层、36层、39层、40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电话：021-63325888
联系人：黄静
客服电话：021-95503
公司网站：www.dfzq.com.cn
（3）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陈四清
联系电话：010-66108608
传真：010-66107571
客户电话：95588

楼
法定代表人：周易
联系电话：025-83387249
传真：025- 83387254
客服电话：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1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客服电话：95521
网址：www.gtja.com
（1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联系电话：020-66338888
客服电话：95575
网址：www.gf.com.cn
（1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2-6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客服电话：95551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15）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传真：0531-68889357
客服电话：95538
网址：www.zts.com.cn
（16）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电话：0755－82130188
传真：0755-82133453
联系人：张剑军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公司网站：www.guosen.com.cn
（17）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3层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电话：010- 85130628
传真：010-65182261
联系人：许梦园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08
公司网站：www.csc108.com
（18）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
法定代表人：李新华
联系电话：027-65799999
传真：027-85481900
联系人：吴麟
客服电话：95579
网址：www.95579.com
（19）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59号30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59号30层
法定代表人：宋卫东
客服电话：4008211357
网址：www.huajinsc.cn
（20）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500号上海期货大厦14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35层
法定代表人：卢大印
联系人：张敏圆
联系电话：021-63325888-4259
传真：021-63326752
客服电话：400-885-9999
网址：www.dzqh.com.cn
（21）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号院6号楼2单元21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6号楼15层1501室
法定代表人：钟斐斐
联系电话：010-61840688
传真：010-84997571
联系人：候芳芳
客服电话：400-159-9288
公司网址：www.danjuanapp.com
（22）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53层5312-15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A座6层
法定代表人：赵学军
联系电话：021-38789658-5834
传真：021-68880023
联系人：李雯
客服电话：4000218850
网址：www.harvestwm.cn
（23）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3724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秦皇岛路32号东码头园区C栋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朱了
电话：021-80358749
传真：021-38509777
客服电话：400-821-5399
公司网站：www.noah-fund.com
7.2 场内销售机构
无。
8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2019年9月2日起，基金管理人将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基金销售机构以及其他媒介，披露上一开放
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9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
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在2019年7月9日《证券时报》上的《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
相关资料。
（2）根据《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
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如接受某笔或者某些申购申请有可能导致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的比例超过50%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者的申购申请。
（3）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对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进行前述
调整须按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4）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5）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
机构。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于投资基金前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
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
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6）咨询方式：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公司网站：www.dfham.
com。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9日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07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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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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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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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华医药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2107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彩霞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梨园街3517
号

电话

0536－8553373

电子信箱

dongmi_002107@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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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17,880,318.95

357,989,088.87

1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271,588.54

37,948,031.70

-1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9,945,870.20

37,301,842.18

-19.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046,696.53

32,775,685.50

25.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8%
本报告期末

6.69%
上年度末

-1.5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51,470,876.74

922,375,081.54

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7,279,431.35

594,045,642.81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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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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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证万 融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集团有限
人
公司

持股数量

50.27%

181,341,477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张戈

境内自然人

1.74%

6,286,720

4,715,040

赵军

境内自然人

1.47%

5,316,834

3,987,625

张法忠

境内自然人

1.03%

3,724,309

2,793,232

刘增

境内自然人

0.61%

2,187,300

谢玉玲

境内自然人

0.39%

1,411,944

林美惠

境内自然人

0.39%

1,410,200

冯碧群

境内自然人

0.25%

894,713

石建军

境内自然人

0.23%

835,151

黄秀如

境内自然人

0.23%

828,338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19-028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开展循证医学研究， 通过学术研究创品牌， 沃华心可舒进入 《稳定性冠心病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专家共
识》，发表1篇《心可舒片对冠心病患者抑郁和焦虑症状临床研究》SCI文章。
2、研发方面
为确保公司主导产品可以得到强有力的临床学术支持，早日突破新品种销量瓶颈，公司药品研发资金
每年都有较大投入。报告期内公司获得2项发明专利证书，2项正在申报的医药专利项目。研发项目主要围
绕核心产品心可舒片、脑血疏口服液、通络化痰胶囊、参枝苓口服液、骨疏康颗粒（胶囊）、荷丹片等开展上
市后再评价研究、关键工艺提升研究、产品质量控制体系研究等。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
2019年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建设资金项目” 等项目已获得有关
主管机构立项，目前按照既定计划顺利实施，通络化痰胶囊完成药品注册标准修订，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3、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
保供应、保质量、保安全、保稳定、降成本” 持续优化工厂生产质量管理。首先，通
过加强产销衔接，精细化生产计划编制和生产过程跟踪调度，提升了生产计划管理水平，确保了产品的市
场需求；其次，强化质量监督与车间QC职能，提高质量控制、现场与生产管理水平，通过内训与外训相结合
的方式加强质量与生产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不断优化覆盖产品全生产周期的质量保证体系，严格把关
各环节质量控制点，确保产品合格率100%；最后，落地精细化管理，层层分解各类指标并落地考核制度，优
化控制备品耗材、能源使用等，严格把关费用审核，降低各项费用，同时规范采购职能，控制并合理降低采
购成本。
4、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带领下，董事长亲力亲为，要求全体员工围绕核心使命、核心价值观，依托核心
战略、组织架构和管理工具，通过审核精细化，确保做对的事，把对的事做好，推动公司整体精细化管理水
平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为了培养全面、专业的管理队伍，沃华工厂优化选人
用人机制及管理流程，完成全员竞聘，各级管理人员重新竞聘上岗，亲力亲为践行精细化管理；第二、公司
设立了审核会机制，以审核为抓手落地精细化管理，各级管理人员切实审查每一件事项、核定每一笔费用，
做对的事，把对的事做好；第三、以审核案例为判例，公司进行了持续梳理制度、流程、模板，继续推动“
管理
制度化、制度表格化、表格信息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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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报进行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1）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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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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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1）将“资产减值损失” 、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之后；（2）将“
减：资产减值
损失” 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一” 列示）” 。
3、其他：（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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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
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
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
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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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设立方式取得1家子公司，为北京誉有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丙贤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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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北京中证万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赵军、张戈、张法忠等四名发起人股东之
间，四名发起人股东与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说明
2、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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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1、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黄秀如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28,338股。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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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监管政策密集出台。自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国家医保局正式挂牌起，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快速落地，药品质量与控费双管齐下，医药行业整体承压。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适应新常态，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落地精细化管理，实现营业总收入41,788.03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73%。
上半年，公司战略实施情况如下：
1、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在企业文化的指引下，提升以基层
市场为主导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建立合规化专业学术推广模式，加大基层市场的扩展与精耕细作；二是依
托独家品种与非独家品种组合成强大的产品库、产品线、产品包，深化资源共享协同增效，推动心可舒、骨
疏康、荷丹片等主导品种实现稳步增长；三是密切与权威学会机构合作，开展专业化学术推广活动，其中与
南方会、全国特高会、东方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等合作大型学术会议6场；四是积极与相关领域专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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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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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福州市福能方圆大厦本公司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材料于8月23日以本公司OA系统、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9名，其中：现场亲自出席7名；委托出席2名，董事何友栋和姜丰顺因出差分别委托董事陈兆
斌和王金星出席并表决。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王金星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会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同意选举王金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本届董事会成员未发生变动，同意本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不作调整，具体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金星
委员：何友栋、郑建新、黄明耀、姜丰顺
（二）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伟英
委员：黄光阳、林萍、何友栋、郑建新、黄明耀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萍
委员：黄光阳、刘伟英、何友栋、黄明耀、姜丰顺
（四）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光阳
委员：刘伟英、林萍、陈兆斌
（五）预算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金星
委员：何友栋、陈兆斌、黄光阳、黄明耀、姜丰顺
表决情况：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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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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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7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参与表决董事9名。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供投资者查阅。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
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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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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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8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州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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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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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7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5名，实参与表决监事5名。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何友栋、姜丰顺因出差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监事张姝因公务原因请假；
3、 董事会秘书蔡宣能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19年度与实际控制人权属企业煤炭采购（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A股

20,841,951

弃权

票数

99.2089

比例（%）

166,200

票数

比例（%）

0.7911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转让4#、5#回转窑生产线水泥熟料产能指标并签订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票数

A股

比例（%）

142,891,873

票数

99.9090

弃权
比例（%）

130,200

票数

比例（%）

0.091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A股

142,855,873

票数

99.8838

弃权
比例（%）

166,200

票数

0.1162

比例（%）
0

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4.01

王金星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142,854,873

是否当选

99.8831

是

4.02

何友栋

142,854,873

99.8831

是

4.03

郑建新

142,854,873

99.8831

是

4.04

陈兆斌

142,854,873

99.8831

是

4.05

黄明耀

143,490,873

100.3278

是

4.06

姜丰顺

142,854,873

99.8831

是

5、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占 出 席会议有 效 表决权的 比 例
是否当选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5.01

黄光阳

142,854,873

99.8831

是

5.02

林萍

142,854,873

99.8831

是

5.03

刘伟英

143,040,873

100.0131

是

编号：临201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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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福州市福能方圆大厦本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7名，实际出席7名，其中：现场亲自出席6名；委托出席1名，监事张姝因公务委托
监事王振涛出席并表决。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振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同意选举王振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第九届监事会联系人的议案》。
根据监事会议事规则，同意聘任仇银君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联系人。
表决情况：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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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票数

6、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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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3,022,073
37.45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金星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6.01

王振涛

得票数
142,854,87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831

是否当选
是

6.02

张姝

142,890,873

99.9083

是

6.03

彭家清

142,854,873

99.8831

是

6.04

叶凌燕

143,354,873

100.2327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增加2019年度与实
际控制人权属企业煤炭
采购 （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4.01
4.02
4.03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751,000

82.7184

王金星

12,850,833

98.7862

何友栋

12,850,833

98.7862

郑建新

12,850,833

98.7862

4.04

陈兆斌

12,850,833

98.7862

4.05

黄明耀

13,486,833

103.6752

4.06

姜丰顺

12,850,833

98.7862

5.01

黄光阳

12,850,833

98.7862

5.02

林萍

12,850,833

98.7862

5.03

刘伟英

13,036,833

100.2160

6.01

王振涛

12,850,833

98.7862

6.02

张姝

12,886,833

99.0629

6.03

彭家清

12,850,833

98.7862

6.04

叶凌燕

13,350,833

102.6298

票数

166,200

弃权
比例（%）

18.3060

票数

比例（%）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关于增加2019年度与实际控制人权属企业煤炭采购（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09,913,089股）和福建煤电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12,100,833股），该两个股东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福能集团的子公司，已回避对该议案的表
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新颖、魏吓虹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