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24� � � �证券简称：旋极信息 公告编号：2019-082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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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于2019年8月3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关于《华润元大现金通货币市场基金

2019年第2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华润元大现金

通货币市场基金2019年第2季度报告》。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项目 天数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20

除以上内容需更正以外，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300291� � � �证券简称：华录百纳 公告编号：2019-079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于2019年8月30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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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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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兰生物 股票代码 0020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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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军民 吕成玉

办公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华兰大道甲1号 河南省新乡市华兰大道甲1号

电话 0373-3559989 0373-3559989

电子信箱 hualan@hualanbio.com hualan@hualanb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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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402,608,966.25 1,201,143,339.17 1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6,977,015.08 452,905,962.49 1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61,978,237.61 405,036,316.39 14.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9,952,706.48 381,672,548.80 41.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16 0.4869 -25.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16 0.4869 -25.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6% 9.26%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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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0,663,091.30 6,493,052,924.97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65,345,097.73 5,527,197,894.65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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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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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 境内自然人 17.86% 250,525,693 187,894,269

重庆市晟康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5% 211,106,676 0 质押 17,874,000

香港科康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15% 184,533,811 0

新疆世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3% 50,994,336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7% 41,715,152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92% 41,000,02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9% 19,5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5% 18,947,524 0

交通银行－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2% 17,162,856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4% 16,019,2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第一、二、三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交通

银行－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同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资金账户，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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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2019年度经营计划，加强内部

管理，深挖潜能，公司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260.90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6.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697.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对献浆员的宣传发动，努力提升单采血浆站的采浆能力；加强

浆站管理，长垣、都安、陆川、巫溪和文峰分站、彭水和桑柘分站、石柱和鱼池分站的许可证到

期均按时换发新的许可证，重庆公司获批在梁平设立单采血浆站，为血液制品的稳定增长奠

定了基础。注重血液制品的产品结构调整，开展血液制品的工艺优化，提高血浆的综合利用

率，加大市场急需产品的生产；调整销售策略，通过加强销售队伍建设，加大学术推广力度，

加强对二、三线城市和三级甲等医院的销售布局等措施做好血液制品的销售工作，血液制品

业务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疫苗公司的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1#线改造完成并通过GMP认证，流感疫苗

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目前，公司已经启动2019年四价流感疫苗的销售，批签发合格的四

价流感疫苗开始被运往全国各地，公司将持续加强市场拓展力度，做好流感疫苗和四价流感

疫苗的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基因公司目前已经有7个单抗品种取得临床试验批件，其中阿达木单抗、曲妥

珠单抗、利妥昔单抗、贝伐单抗目前均已进入III期临床研究阶段，正在按计划开始临床试验，

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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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和《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

估计。

A.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19年1月1日）

留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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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 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执行完毕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

调整；对于最早可比期间期初之前或2019年年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未进行追溯调整，而是

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

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本公司的预收款项主要是由于收款交货的时间差形成的， 基本不存在客户提前向企业

支付合同对价预期取得商品的情况，因此不适用新收入准则相关规定，相应地，未根据履行

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将本公司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和其它流动负债。

本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为销售血液制品，收入仍于向客户交付时点确认，新准则的执行

对本公司收入的确认无影响。

B.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

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

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

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基本分类：a.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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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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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金融工具准

则的分类和计量对公司无影响。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 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 模

型。“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公

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重新计算公

司2019年1月1日金融工具的账面价值。

经测算，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于首次执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与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之间

的差额较小，基于重要性原则，本公司于首次执行日对该差额不予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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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安康

2019年8月30日

股票代码:300647� � � �股票简称:超频三 公告编号:2019-069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

于 2019� 年 8月30�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75� � � �证券简称：安奈儿 公告编号：2019-045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19年深圳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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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将参加由深圳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改革创新发展，沟

通互信共赢”一一深圳辖区上市公司2019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全景财经，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9月3日14:00至18:00。

届时公司的财务总监熊小兵先生、 董事会秘书蒋春先生将通过网络文字交流形式与投

资者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75� � � �证券简称：安奈儿 公告编号：2019-044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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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2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已于2019年8月29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并取得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变更通知书》。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主要事项如下：

序号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1 注册资本 13,186.173万元人民币 13,171.3803万元人民币

2 股东信息

限售条件流通股：出资额9,298.523万元，出资比

例70.5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出资额3,887.65万元，出资

比例29.48%

限售条件流通股：出资额9,233.315万元，出资

比例70.1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出资额3,938.0653万元，出

资比例29.90%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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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公司全体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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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皇台 股票代码 0009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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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晶

办公地址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街新建路55号

电话 （0935）6139865

电子信箱 htjy000995@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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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6,716,242.14 8,229,129.55 10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340,779.70 -29,886,342.70 4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472,400.05 -26,516,156.80 41.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036,812.74 -594,106.06 -1,926.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7 47.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7 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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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974,722.77 228,498,240.72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4,520,207.88 -238,179,428.18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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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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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厚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60% 34,770,000

质押 34,777,000

冻结 34,777,000

北京皇台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90% 24,667,908 冻结 24,667,908

甘肃西部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9% 8,501,583

卫波 境内自然人 4.28% 7,593,864

吴浩东 境内自然人 2.00% 3,540,766

彭汉光 境内自然人 1.59% 2,812,500

田亚南 境内自然人 1.44% 2,546,600

吴东魁 境内自然人 1.33% 2,357,002

甘肃盛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0% 2,126,500

霍永莉 境内自然人 1.00% 1,76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西部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为一致行动人。详情请查阅公司2019年4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煤体《证券时报》与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除上述三名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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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9年04月12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年04月13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赵满堂

变更日期 2019年04月12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年0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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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716,242.14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3.13%，实现营业利润

-13,715,342.19元， 较上年同期减亏48.2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340,

779.70元，较上年同期减亏45.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72,400.05元，较上年同期减亏41.65%。

1.�控制权发生变更

2019年4月12日，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表

决权委托协议》，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将在公司中拥有的表决权24,667,908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13.90%，全部不可撤销的委托给盛达集团行使，使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

盛达集团，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赵满堂。 详情请查阅公司2019年4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煤体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19-030）、《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优化管理团队

报告期内，公司优化管理团队，从四川聘请白酒专家，共同为振兴上市公司主业而努力。

未来将有更多优秀人才加盟公司中高层管理团队。

公司目前在册员工三百余人，生产经营正常。公司正在计划对于研发部、质量部、财务

部、审计部、市场营销部门人员进行适当补充，在全国范围内择优录取。

3.�生产经营取得阶段进展

经过上半年的努力，公司的发展环境得到了一定改善。公司从5月8日起正式恢复酿造生

产，目前酿造一车间已投入运行，新品设计、酒体设计已完成并于2019年7月28日上市，公司推

出的新品为“窖底原浆” 系列，新品酒质甘美柔和、绵甜爽净，采用窖底酒醅，汲取祁连山雪

水的滋润， 确保高品质酿造。 本次推出的新品为窖底原浆12和窖底原浆18， 分别有42°和

52°，共四款产品。窖底原浆12，瓶身为中国红；窖底原浆18，瓶身为帝王黄。这两款新品，既引

起消费者对皇台酒深刻的记忆复苏，也承载着消费者对皇台重新回归的厚望。同时，公司已

开通网络销售渠道，线上销售网址为http://www.huangtai.com.cn（公司官网）及公司微信公

众号为：gh_3af7ceb1cddd。

报告期内，公司已在组建新任营销团队，计划不限于以招投标方式优选广告公司，对公

司产品进行包装设计、产品投放、产品定价等一系列营销策划。在对外宣传方面，公司已聘请

专业网络营销公司在陆续开通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进行线上宣传。在销售渠

道及产品线建设方面，公司将以甘肃本省消费价位、口感为主，首先打开本地市场、逐步拓展

全国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严

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积极推进董事会决议的实施，不断规范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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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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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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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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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海峰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9年

半年报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现就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 关于公司2019年上半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

立意见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我们认为公司在报

告期内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

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事项发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事项。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现象，公司担保事项

均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担保情况如下：

（一）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共计2,062.56万元。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审议程序 对外担保公告披露索引

甘肃皇台酒业酿造

有限公司

387万元

2018年8月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8第六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18-84）；

后经2018年9月13日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18-97）。

2018年8月18日证券时报、 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85）

甘肃凉州皇台葡萄

酒业有限公司

396万元

2018年10月2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

七 次 临 时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公 告 编 号 ：

2018-105）；后经2018年11月16日召开2018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编号 ：

2018-134）。

2018年10月23日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108）

甘肃日新皇台酒销

售有限公司

1,279.56万元

2015年8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15-87）；

后经2015年11月5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15-112）。

2015年8月21日证券时报、 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15-88）

（二） 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唐之彩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共计9,

000.00万元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审议程序 对外担保公告披露索引

甘肃凉州皇台葡萄

酒业有限公司

9,000万元

2018年11月12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

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告编号 ：

2018-126）；后经2018年11月27日召开2018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编号 ：

2018-136）。

2018年11月13日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128）

上述担保事项公司已按照《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的义务，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有关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规

定。我们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按照有关制度规定，严格遵守了对外担保的决策审批程序，规

范对外担保行为，控制对外担保风险，没有违反相关规定的事项发生，没有损害公司、公司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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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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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按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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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签名： 常红军 张晓非 王森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95� � � �证券简称：

*

ST皇台 公告编号：2019-082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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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

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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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均按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根据财会[2019]6号的有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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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结合财会[2019]6号通知附件1和附件2

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日期

公司将以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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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是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

更，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财务报表列报，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股东

权益无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

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发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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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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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报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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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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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8月

27日上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6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公司应到会董事9人，实际到会董事9人，参与表决董事9人。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详情

请参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刊登的详细内

容。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半年报告摘要〉的议案》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半年报告摘要》。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的议案》

因公司发展需要，聘任杨利兵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全资子公司甘肃皇台酒业酿造有限

公司的执行董事、总经理。

本议案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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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

财务报表列报，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股东权益无影响。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个人简历

杨利兵，男，1980年出生，兰州财经大学本科学历。2005年至2019年6月在甘肃盛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分公司工作。

杨利兵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

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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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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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8月

27日上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6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公司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参与表决监事3人。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详情请参

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刊登的详细内容。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半年报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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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半年报告摘要》。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发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

调整，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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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3816� � � �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2019-005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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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证券简称： 中国广核； 证券代码：

003816）的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19年8月28日及2019年8月29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偏离20.3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有关事项进行了

核查，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改、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规定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中国广核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因素，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

性投资。

同时，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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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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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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