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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核销，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能够公允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本次资
产核销事项。
审议结果：表决票３票，赞成票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资产拟核销的公告》（
公告编
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披露的 《
号：２０１９－０５５）。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５、审议通过了《
财政部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７日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赁》，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
起执行新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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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 ２０１９ 年中期报告起执行新报表格式进行列报；财政部于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起
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
财会［
施行；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修订了 《
２０１９］８
号），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起施行。
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
赁》、《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及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
（
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等文件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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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同意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３票，赞成票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披露的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
０５６）。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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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２０１９年
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２０１９年６
月３０日存在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预计各项资产的可变现净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经过确认或计量，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述
经测试，公司各项减值准备上半年合计３．４７亿元，其中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１．７０亿元，
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增加０．０１亿元，合计减少当期损益１．７１亿元；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０．３０
亿元，长期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０．８９亿元；存货跌价准备计提０．５８亿元，当期转回０．１５亿元，外
币报表折算差异增加０．０２亿元，合计减少当期损益０．４５亿元。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减少当
期损益（
税前）共计３．３５亿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１、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２、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３、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２０１９年半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三、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
一）应收款项
公司上半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１．７０亿元、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０．３０亿元、长期应收
款坏账准备０．８９亿元，计提原则如下：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结合客户类型、历史违约损失经验及目前经济状况、考虑
前瞻性信息、预期违约率、损失率以预计存续期为基础计量其预期信用损失，确认相关应收款
项的坏账准备。
（
二）存货
公司上半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０．５８亿元，外币报表折算差异０．０２亿元，转回坏账准备金
额０．１５亿元，减少当期损益０．４５亿元，计提依据如下：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
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对于存货因遭受
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
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及大宗原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
的差额提取；其他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原辅材料和在产品按类别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在产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
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
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
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可变
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公司对有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都会定期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进行减值测
试，计提充足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少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税前利润３．３５亿元， 其中外币报表折
算差异增加０．０３亿元，存货跌价准备当期转回０．１５亿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涉及公司
关联方。
五、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１、董事会意见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
可靠，具有合理性。 同意《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２、监事会意见
公司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根据公司各资产的实际情况，对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各
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 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２０１９年
６月３０日的资产状况。 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３、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依据充分，体
现了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
及经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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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情形。 同意《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４、董事会审计委员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 《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六、备查文件
１、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经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意见；
５、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确认的审计委员会２０１９年度半年度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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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资产拟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管理，防范财务风险，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清查，拟对相关资产进行核销。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资产核销及概况
本次资产核销为应收账款核销８１户，金额合计２０，１５５，７７０．１６元。
本次资产核销的主要原因是上述应收款项的债务人已撤销、破产、资不抵债等，公司虽已
全力追讨，但确认无法收回。 核销后公司对已核销应收款项进行备查登记，做到账销案存。
二、本次资产核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本次资产核销减少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利润５，０９１，４０３．１１元。
本次资产核销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资产核销不涉及公司关联方。
三、会计处理的过程及依据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
采用备抵法核算，上述拟核销的应收款项冲减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已审
议通过《
关于２０１９半年度资产拟核销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亦
发表了书面意见；该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审议。
因本次资产核销金额合计２０，１５５，７７０．１６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
绝对数）的５０％，故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资产核销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同意本次
票上市规则》、《
资产核销事项。
六、监事会书面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核销，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公允反映
公司的资产状况。 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本次资产核销事项。
七、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资产拟核销的独立意见；
４、经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意见；
５、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确认的审计委员会２０１９年度半年度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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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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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１、变更时间、内容及原因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赁》，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
财政部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７日修订了《
起执行新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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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２０１９年中期报告起执行新报表格式进行列报。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修订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司自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
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
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起施行。
２、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赁》进行核算、
变更前，公司租赁采用２００６年财政部颁布的《
计量及列报。
变更前， 公司财务报表列示采用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８年度一般
财会［
适用于已执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２０１８］１５号）中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列示（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的企业）。
企业会计准则
变更前，公司债务重组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采用２００６年财政部新颁布的《
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核算、计量及列
报。
３、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变更后，公司租赁采用财政部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新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１ 号一
一租赁》进行核算、计量及列报。
变更后， 公司财务报表列示采用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适用于已执
２０１９］６号）中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列报（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的企业）。
变更后，公司债务重组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采用２０１９年财政部新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
号一一债务重组》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核算、计量及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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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分别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３日、２０１９年４月４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２０１８年
公司业务正常发展和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拟用于购买保本理财产品占用
的资金余额不超过４亿元人民币，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实施（
有效期至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日）。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２０１９年４月８日发布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
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相关公告。 ）
目前，上述事项进展如下：

（
９）购买金额：５，０００万元

是否按期收回

收益金额

２０００

是

１９．１９７２６

５０００

是

４８．６１６４３８

二、公司本次利用闲置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１、发行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产品名称：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保本挂钩利率）产品
（
２）产品期限：９１天

５，０３４．３９

０

２，６３６．５８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公司业务的范围，公司采取经修订的追溯法，不再重述比较信
息。 由于对原经营租赁的资产确认租赁资产及租赁负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期初的资产
负债率０．１３％，增加期末资产负债率０．１２％ ，较未修订前减少利润总额２２．１６万元。
总体而言，在目前公司承租业务较少时对公司资产、负债及利润影响较小。
２、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报表格式列示
根据财政部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财会［
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或
通知（
２０１９］６号）中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列报（
新收入准则的企业），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资产负债表进
行相应调整。 具体如下：
①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示；
②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列示；
２０１８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调整如下：
项目

更正前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２４，３１１，９８９，６６９．２９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１０，８１０，６４６，００５．０３

项目

更正后

应收票据

１，３６７，８１６，１５９．８９

应收账款

２２，９４４，１７３，５０９．４０

应付票据

３，８０１，６８７，３８０．４７

应付账款

７，００８，９５８，６２４．５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期初数据，只是列示发生变化。
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根据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财政部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公司拟
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起施行，该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对公司暂无影响。
４、债务重组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
财会［
根据财政部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修订的 《
２０１９］８
号），公司拟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起施行，该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使用法，对公司暂无影响。
四、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１、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
赁》、《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及 《
（
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等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
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２、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发布的《
赁》、《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及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
（
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等文件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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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同意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３、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
一一租赁》、《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及《
重组》（
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等文件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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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决议形式审议通过《
五、备查文件
１、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经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意见；
５、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确认的审计委员会２０１９年度半年度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１５７
证券代码：１１２８０５
证券代码：１１２９２７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证券简称：１８中联 ０１
证券简称：１９中联 ０１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7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由于公司于２０１９
年８月５日实施了２０１８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董事会拟按照《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
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
草案）》”）的规定，将２０１７年
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部分的股票期权的行权
以下简称“
本次
价格调整为４．１４元／股、预留部分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３．７３元／股（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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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和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以及保证资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率，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３亿元（
包含３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五、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金额

理，投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的投资产品，包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的总金额为２４，０００万元。

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以及其他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且该等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２０１９ 年８月３１日
证券简称：西藏药业

关事项。 按照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授权，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资产交接等相关工作，并

（
７）产品到期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８日

发布了进展公告。

（
８）资金到账日：产品到期日、提前终止日、延期终止日后２个工作日（
Ｔ＋２）内将本金和收
益（
如有）划转到投资者指定账户，逢节假日顺延。
（
９）购买金额：２，０００万元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后，目前，依姆多市场交
接、上市许可（
ＭＡ）／药品批文转换、商标过户及生产转换等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１、上市许可（
ＭＡ）／药品批文转换：本次交接涉及４４个国家和地区，已完成转换工作的国

（
１０）提前终止权：投资者无提前终止权

２、通过对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

品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多的投资回报。

２、发行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理财金额
（
万元）

预期年化收
益率

产品期限

南京银行秦虹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利率挂钩型

１，０００

３．８０％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８日

南京银行江宁科学园
支行

结构性存款

利率挂钩型

４，０００

３．８０％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８日

南京银行云南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利率挂钩型

３，０００

３．８０％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８日

南京银行鸡鸣寺支行

结构性存款

利率挂钩型

３，０００

３．８０％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８日

民生银行南京江宁支
行

结构性存款

保证收益型

４，０００

３．８０％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

民生银行南京雨花支
行

结构性存款

华夏银行南京城西支
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
存款

上海浦发银行南京分
行

利多多公司１９ＪＧ２３３６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薪加薪１６ 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
１）产品名称：广发银行“

ＡＬＣＡＬＡ

ＦＡＲＭＡ， Ｓ．Ｌ供货，其余国家和地区正在办理中。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相关工作，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实

（
４）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３，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８０％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

３．８２％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９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３．８０％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日至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２日

２９，５００

受托方

理财产品名称

二、风险控制措施

１，０００

４．２０％

２１０，４１６．６７

４，０００

４．２０％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

８４１，６６６．６７

利率挂钩型

４，０００

４．２０％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

８４１，６６６．６７

利率挂钩型

３，０００

４．２０％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

６３７，０００．００

４．１０％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７日

２０６，１３８．８９

４，０００

３．７５％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日

３６５，７５３．４２

５，０００

３．７５％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日

４５７，１９１．７８

保本浮动收
益型

７，８００

４．１５％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１，６１４，０６５．７５

保本浮动收
益型

４，０００

３．８０％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

３８３，１２３．２９

保本浮动收
益型

３，０００

３．８０％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结构性存款

利率挂钩型

结构性存款

利率挂钩型

南京银行云南路
支行

结构性存款

南京银行鸡鸣寺
支行

结构性存款

上海浦发银行南
京分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
ＪＧ９０３期

保证收益型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民生银行南京雨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花支行
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华夏银行南京城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
西支行
构性存款
民生银行南京江
宁支行

结构性存款

民生银行南京雨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花支行
款

１、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金融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金融机
构。

实际获得收益
（
元）

产品期限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

南京银行江宁科
学园支行

民生银行南京江
宁支行

理财金额
（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产品类型

南京银行秦虹路
支行

１，０００

合计

２８７，３４２．４７
５，８４４，３６５．６１

特此公告。
２、公司财务部根据自有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

４、市场交接无重大变化。

（
３）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保本浮动收益型

合计

本次新增１个）。
２、商标过户：本次资产交接共涉及９３个商标，已完成过户的商标共８０个（
３、 生产转换： 挪威、 丹麦已获批， 后续将由我公司委托的海外生产商Ｌａｂ．

（
２）产品期限：９０天

四、公司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受托方

家和地区共２７个（
本次新增１个）。

（
１１）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平安银行无关联关系

１、 公司运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
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率，且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

币种：人民币

公司２０１６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收购依姆多相关资产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
６）产品成立日：２０１９年０８月２９日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单笔累计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１２个月。 授权总经理在上述投资产品范围内具体选择投资产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２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的公告

４、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在上述期限和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一、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情况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１１

３、公司财务部建立理财产品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如评估发
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金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基础上，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的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

本公司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７日、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７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和

（
５）预期年化收益率：３．８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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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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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产品类型：结构性存款

证券简称：多伦科技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是保本的理财产品，本金不存在损失的风险，但收益不确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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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况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由财务总监审核后提交总经理审批。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
施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

（
５）预期年化收益率：２．６％或３．８５％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刊登的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
６）产品成立日：２０１９年０８月３０日

特此公告。

（
７）产品到期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８日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包括本金和收益）后将
８）资金到账日：结构性存款期满，广发银行将在收到投资收益（

证券代码：６００８３０

４，９８９．８２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金额

“
薪加薪１６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２６，８８３．０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１１）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广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单位：万元

广发银行

３１，７６２．１２

２１，３８１．８５

证券代码：６０３５２８

特此公告。

理财产品名称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３３，３９９．６８

（
１０）提前终止权：投资者无提前终止权

一、公司前期购买的理财产品部分到期资金收回情况

对公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保本挂钩利率）产品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

租赁负债
租赁费用

投资理财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控制风险。
将严格按照公司《

关于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２０１９年度，在不影响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对方名称

项目
租赁资产

价格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一、激励计划概况
关于
１、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９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２０１７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关于〈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考核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同日，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２０１７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
激励计划（
草案）》进行了审核，发表了《
关
制性股票激励考核办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关于
２、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２０１７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核查 〈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
议案》。
３、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 公司召开２０１７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Ａ股类别股东大会和Ｈ股类
以下简称“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别股东大会（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关于〈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考核办法〉的议案》及《
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４、根据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７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２０１７年度第
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同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２０１７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核查 〈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股
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议案》。
关于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董
５、根据《
事会拟授予１，２３１名激励对象１７，１５６．８９６１万份股票期权和１７，１５６．８９６１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为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７日。 在实际实施授予过程中，３９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其全部获授
的２８０．８０５万份股票期权和２８０．８０５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在首次授予日实际授予１，１９２名激励
对象１６，８７６．０９１１万份股票期权和１６，８７６．０９１１万股限制性股票。 详情请见《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７－
０７６号）。
关于回购、注销
６、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价格事项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实施了
激励计划（
草案）》的规定，将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
２０１７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董事会按照《
部分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４．３７ 元／股。
年
月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７、２０１８
９
１０
２０１８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
关于 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同
日，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
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关于核查 〈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
部分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８、根据《
公司董事会拟授予 ４０５ 名激励对象１，９０６．３２１８ 万份股票期权和 １，９０６．３２１８ 万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日为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在实际实施授予过程中，１６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
放弃其全部获授的 ５０．８３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和 ５０．８３６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在预留部分授
予日实际授予 ３８９ 名激励对象１，８５５．４８５８ 万份股票期权和 １，８５５．４８５８ 万股限制性股票。
详情请见《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
予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５４ 号）。
９、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权益第一次行权并解除限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
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权益第一次
行权并解除限售的独立意见》、《
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
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
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权益第一次行权并解除限售的议案》、《
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
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１０、２０１９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监事会审议
通过了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价格调整情况的说明
《
激励计划（
草案）》“
第三章 股票期权计划的具体内容”之“
六、股票期权数量和价格的调
整方法及程序”之“
（
二）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的规定，若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告当日
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期间，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后行权价格应为调整前行权价格减去每股派息额。
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７日向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４．５７元／股，根
据２０１８年３０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 上述行权价格调整为４．３７元／股；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向预留部分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
行权价格为３．９６元／股。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５日实施２０１８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
派发现金股利２．５０元人民币现金。
因公司２０１９年实施回购计划， 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Ａ股股份不参与２０１８年年度权益分
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Ａ股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１，５１８，１３６，
５６４．２５元＝６，０７２，５４６，２５７股×０．２５元／股，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Ａ股
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后实施Ａ股
除权除息价格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０．２３４８９６７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
本，即０．２３４８９６７元／股＝１，５１８，１３６，５６４．２５元／６，４６２，９９６，１８１股），最终经四舍五入后为扣除０．２３
元／股。
基于上述， 本次价格调整完成后，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４．３７元／股－０．２３元／
股＝４．１４元／股，预留部分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３．９６元／股－０．２３元／股＝３．７３元／股。
三、公司本次调整股票期权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的股票
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股票期权价格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２０１７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
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
草案）》和
《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本次调整股票期权价格。
五、律师意见
经核查，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价格调整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本次价格调整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
公司法》、《
管理办法》、《
公司
激励计划（
草案）》的有关规定。
章程》以及《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价格事项的独立意见》；
２、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的法律意
３、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见书》。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客户结构性存款本金及应得结构性存款收益兑付给客户。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平安银行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１、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２、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３、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关于会计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２０１９年半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
政策变更的议案》。
４、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１、租赁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赁》的要求，取消了承租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７日，财政部修订的《
人关于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的分类，增加了租赁识别、分拆、合并等内容，要求承租人对所有
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
租赁（
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 在出租人方面，改进了出租人的信息披露，要求出租人披露对其保留的
有关租赁资产的权利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战略、为降低相关风险所采取的措施等。
根据准则变化，公司对公司目前涉及到的租赁合同进行了梳理。 承租层面，公司主要涉及
租赁厂房、机器设备、维修保障中心、员工宿舍及办公室等。 出租层面，公司主要涉及出租部分
房屋及机器设备。 租赁准则主要影响承租人的会计核算、计量及列报。
经测算，本会计政策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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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账户异常情况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９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股份计划（
第三次）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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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
●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４日公告的 《
购报告书》中，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溢控股）披露了未来十二个月内的增持
计划， 计划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前继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增持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计划增持股票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０．４４０％，但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０．９６３％（
即第三次增持计划）。
●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香溢控股本次增持股份计划时间过
半，在此期间内香溢控股尚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该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通知函》，现将具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公司收到香溢控股出具的《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
一）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
（
二）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截止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香溢控
股持有公司股份数６７，３３７，１３３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４．８２１％，香溢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１４１，００７，５１４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３１．０３７％。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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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账户异常情况的说明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在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４日公告的《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中，香溢控股披
露了未来十二个月内的增持计划， 计划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前继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
增持公司股票， 计划增持股票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０．４４０％， 但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即第三次增持计划）。 （
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４日公告的《
香溢融通
０．９６３％（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香溢控股出具的进展通知函， 由于避开定期报告窗口期等原因， 截止通知函出具
日，香溢控股尚未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
险。 如在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前述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在工行东门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４００００２１１２９２０１３５８５８５）中。
三、本次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司法冻结及被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尚荣医疗”）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在指

本次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转期间，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未受到影响，募集

定信息披露报刊《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资金的正常使用和募集资金项目均未受到不利影响， 通江县人民法院已将强行划转的资金

（
关于募集资金账户异常情况的公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披露的《

原路归还募集资金账户中，后续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造成影响，亦不会对公司

张永生与刘水河、兴华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尚荣医疗的工程纠纷案经终审作出维持
原判的终审判决。 根据（
民事判决书》，通江县人民法院从公司募集资
２０１９）川１９民终２７２号《
金账户中分别强行划转８４０，７００．００元、１２６，９３９．００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不利影响。
四、风险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１、公司将密切关注募集资金账户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严格按照《

公司得知上述事项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先从公司基本户将被司法划转的募集资金为人民

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有

币８４０，７００．００元、１２６，９２９．００元归还至被划转的募集资金账户中， 以确保该募集资金专户原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管理工

有金额不变。

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时，公司法务部及公司所聘律师事务所立即与通江县人民法院协调沟通，提出用非募
集资金人民币９６７，６２９．００元司法执行款转入通江县人民法院指定的账户。 通江县人民法院将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２、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强行划转的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９６７，６２９．００元转回尚荣医疗募集资金账户，通江县人民法院

３、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同意了公司的诉求并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向公司出具了《
情况说明》，同意将网上扣划的合计人

特此公告。

民币９６７，６２９．００退回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４００００２１１２９２０１３５８５８５）中，相关退款手续正
在办理过程中。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门支行”）的通知，通江县人民法院已将合计为人民币９６７，６３９．００元的司法划转款项退回公司

二、被强行划转的资金退回募集资金账户
以下简称“
工行东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公司收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门支行（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