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3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６０１１１３

一 重要提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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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２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３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４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５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公司简介

公司代码：６０１１１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股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华鼎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华鼎锦纶

６０１１１３

董事会秘书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１，６３１，６７５，１４４．７０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１，６２９，８８８，０６４．１８

证券事务代表

胡方波

莫顺学

电话

０５７９－８５２６１４７９

０５７９－８５２６１４７９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雪峰西路７５１号

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雪峰西路７５１号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电子信箱

ｚｑ＠ｈｄｎｙｌｏｎ．ｃｏｍ

ｚｑ＠ｈｄｎｙｌｏｎ．ｃｏ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２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后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调整前

总资产

９，５８５，３５２，５９０．６９

９，６４５，６９７，００１．４３

９，６４５，６９７，００１．４３

－０．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６，０５５，０８４，９８３．４２

５，７０６，０５７，１００．３０

５，７０６，０５７，１００．３０

６．１２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
１－６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调整后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调整前

－３７，５３２，６８５．２２

９６，７３７，２１７．１７

９６，７３７，２１７．１７

－１３８．８０

３，６８３，５５５，９０５．８９

２，４７８，３６０，６６３．７７

２，４７８，３６０，６６３．７７

４８．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２７，６５６，６３６．４２

１２８，９３３，３８２．４８

１２８，９３３，３８２．４８

－０．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９５，６９７，５１０．７１

１２２，５１９，０３８．９８

１２２，５１９，０３８．９８

－２１．８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２．１２

２．７９

２．７９ 减少０．６７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股）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１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股）

０．１１

０．１３

－１５．３８

０．１３

－１５．３８

２．３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户）

２６，６５７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比
例（
％）

股东性
质

股东名称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２７．０６

３１４，２９１，９００

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７．５３

８７，４４０，０００

邹春元

境 内 自
然人

６．５０

７５，４７８，８７９

７５，４７８，８７９ 质押

６５，５２０，０００

境 内 非
深圳市通维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国 有 法
合伙）
人

６．２６

７２，７２１，２６０

７２，７２１，２６０ 质押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义乌市创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５．７７

６７，０００，０００

０ 质押

６７，０００，０００

廖新辉

４８，５５０，０００

０ 质押

２７７，６４０，０００

０ 无

境 内 自
然人

４．９９

５７，９４６，０７８

５７，９４６，０７８ 质押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杭州越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 国 有 法
限合伙）
人

３．５０

４０，７０８，０３９

４０，７０８，０３９ 无

蒋晓玲

境 内 自
然人

２．２４

２５，９６２，９００

义乌市德卡贸易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２．０７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叶飞虹

境 内 自
然人

２．０３

２３，６３８，０００

０ 未知

０ 未知

王俊元、叶飞虹、蒋晓玲互为一致行动人。 邹春元、廖新辉、深圳市通维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互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变更前股票简称

姓名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２．４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２．５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２．６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３．１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繁重艰巨的公司经营发展任务，公司上下
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扎实稳妥地推进了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为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３６．８４亿元，同比增长４８．６３％，利润总额１６，３０３．３４万元，同比
增长６．６２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１２，７６５．６６万元，同比减少０．９９％。实现每股收益０．１１元。其
中：
民用锦纶长丝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１３．１８亿元，同比减少１５．１４％；利润３，５５３．８２万元，同
比减少４１．７８％；净利润２，７３４．２９万元，同比减少４５．８２ ％。
跨境电商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２３．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８．９１％；利润１２，４５３．０７万元，同比
增长３９．１１％；净利润１０，２７３．０４万元，同比增长３０．５５％。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
一）丰富产品结构，提升运营效率
民用锦纶长丝业务板块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丰富产品多元化结构，在保持传
统优势产品稳定发展的前提下，积极整合资源，拓展新产品市场，重点加强了色丝、空包纱和
锦纶仿棉纱业务的生产和销售投入力度， 以满足国内外不断增长的产品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同时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订新的绩效考核办法，建立和完善员工薪酬体系，加强队伍建设，
打造高绩效、强团队管理能力的高素质梯队，优化内部管理，提升运营效率。
（
二）引入战略伙伴，增强竞争实力
年初公司同时引入了省、市两大国资背景股东，旨在进一步壮大主业，完善上下游产业链
条，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更好的资源和机遇，公司迎来发展新契机。 ６月份公司与平煤神马集
团、平顶山发展投资集团共同发起设立河南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１０亿元，其中
公司认缴出资５．１亿元，持有５１％的股权。 此举有利于公司将自身锦纶技术研发制造优势和下
游产品市场开发优势，与合作方的上游产业技术优势和丰富的资源要素优势相结合，打通整
合锦纶全产业链，延伸拓展化工新材料领域，突破原料供应瓶颈，降低公司锦纶纺丝生产成
本，增强公司在行业内的整体竞争实力。
三）调整商品类目，开发新兴市场
（
跨境电商业务板块方面，降低同质化较多，利润率相对较低，竞争激烈的数码类产品销售
额的比重，增加毛利较高、竞争相对平和的服饰类产品、家居类产品销售比例。 着力开发中东、
俄罗斯、非洲及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业务。 同时积极扩大在ＮＯＯＮ、ＭＡＩＬ－ＲＵ等新兴平台的业
务。
（
四）加强进口业务，贡献新增利润
公司跨境电商扩大国际知名品牌的进口产品代理销售业务，主要致力于母婴、美妆、保健
食品、个人护理等几大畅销类别。 公司目前已经是各大著名跨境电商网站重要供应商。 ２０１９年
开始，公司也在各大跨境电商平台陆续开设多个自营店铺。 进口业务已经达到１５％销售额占
比，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３．２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受影响 的 报 表 项 目
名称和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财政部于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分别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２０１７年修订）》
（
财会〔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３ 号一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
企业
２０１７〕７号）、《
２０１７年修订）》（
２０１７〕８号）、《
会计准则第２４号一套期会计（
财会〔
企业会计准 详见下表
２０１７年修订）》（
２０１７〕９号），于２０１７年５月２日发布了《
则第３７号一金融工具列报 （
财会 〔
上述准则以下统称 “
新金融工具准
２０１７年修订）》（
２０１７〕１４号）（
则”），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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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的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报表格式编制２０１９年中期财务报表，并 详见下表
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一 重要提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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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２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３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４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５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公司简介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简称：华鼎股份

２４０，７０５，０５７．６４

应收票据

８５８，４５０，４０８．３９

应收账款

７７３，２２４，７３６．３１

应付票据

８４３，０９３，３９２．２７

应付账款

７８６，７９４，６７１．９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２３２，２０６，１２０．２２

衍生金融资产

２４，０８０，８００．００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６０１１１３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１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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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
月２３日以直接送达和邮件送达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和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９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９名。 会议在保证
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
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丁尔民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
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一、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３票弃权。
３名独立董事鉴于本次报告中提及的占用资金偿还方案真实性、可行性一时无法核实，故
对该议案弃权表决。
公司发现上述控股股东占用资金违规事项后，第一时间向控股股东发函核实并督促其采
取有效措施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归还占用资金，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三鼎集团已拟
定占用资金归还方案，后续将以其合法拥有的位于义乌市金融商务区的开元名都大酒店和万
豪大酒店二个五星级酒店的产权作为占用资金的抵押物，相关抵押程序正在进行中。 控股股
东将积极处置变现二个五星级酒店的产权等相关优质资产， 筹措资金用于归还占用资金，并
于一个月内解决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
二、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三、《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该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同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的《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公告》）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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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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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
月３０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应表决监事５人，实际
表决监事５人。 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骆中轩先生主持，会议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
监事会认真阅读了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认为：
公司章程》和
１、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６月份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３、在提出本意见前，公司监事会成员没有发现参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编制和
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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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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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净资产
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变更原因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财政部发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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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修订内容及要求，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对相关会计政
策内容进行了调整，并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２、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２０１８年６月发布的 《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８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８］１５ 号）的规定执行。
３、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发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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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
４、变更审议程序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审议，
根据《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财政部的上述修订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主要内容如下：
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别计入“
应收票据”项目和“
应收账款”项目；
（
一）原列报项目“
（
二）原列报项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计入“
应付票据”项目和“
应付账款”项目。
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文进行调整。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没有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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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进行的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列报格式
进行相应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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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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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此次公司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财会［
表格式的通知》（
２０１９］６号）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不会对当期财务报
告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变更事项履行了完备的审议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５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自查控股股东资金
占用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８，４９８，９３７．４２
２４，０８０，８００．００

３．３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６０１１１３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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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在自查中发现存在控股股东三鼎控股集
１．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三鼎集团”）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团有限公司（
２、 公司及董事会目前尚在梳理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详细情况， 后续将持续进行信息披
露。
３、公司正积极与控股股东沟通，督促其尽快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控股股东已承诺在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内解决上述资金占用的问题。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内控股股东
不能解决前述问题，将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９年４月修订）》第１３．４．１条和
１３．４．２条规定的情形，公司可能会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第九条规定，如控股股
４．根据《
东出现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行政处罚未满６个月或被上交所公开谴责未满３个月等情况，
其股份减持将受相应限制。
一、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事项
经公司自查，２０１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７月， 公司控股股东通过供应商及在建工程项目等方面
占用公司资金共计５９６，９０５，２４４．５１元 （
不含利息）。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０．２７％。
公司控股股东三鼎集团承诺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内解决上述资金占用问题。 如在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内不能解决，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将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
规则（
２０１９年４月修订）》 第１３．４．１条和１３．４．２条规定的情形，公司可能会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
行其他风险警示。
二、资金占用的解决措施方案
１、公司发现上述控股股东占用资金违规事项后，第一时间向控股股东发函核实并督促其
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归还占用资金，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
２、控股股东三鼎集团已拟定占用资金归还方案，后续将以其合法拥有的位于义乌市金融
商务区的开元名都大酒店和万豪大酒店二个五星级酒店的产权作为占用资金的抵押物，相关
抵押程序正在进行中。
３、控股股东将积极处置变现二个五星级酒店的产权等相关优质资产，筹措资金用于归还
占用资金，并于一个月内解决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
三、相关风险提示
１、上述事项为目前公司自查的结果，公司将进一步梳理同类事项及具体情 况，如有同类
事项公司后续将进行信息披露。
２、目前公司正积极与控股股东沟通，督促其尽快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控股股东已承诺在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内解决上述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问题。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内控股股东不能解决前述问题， 将构成上海 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９年４月修订）》第１３．４．１条和１３．４．２条规定的情形，公司可能会被上海证券
交易所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如控股
３． 根据《
股东出现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行政处罚未满６个月或被上交所公开谴责未满３个月等情
况，其股份减持将受相应限制。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
４、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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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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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
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一化工》、《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一一零售》、《
关于做好
上市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２０１９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
下：
一、化纤板块
１、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产量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销量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销售收入

（
吨）

（
吨）

（
万元）

锦纶６长丝

６６，５４４．７２

６５，６３６．０４

１３０，７０２．６９

２、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不含税）
（
１）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平均售价

２０１８年１－６月平均售价

（
元／吨）

（
元／吨）

锦纶６长丝

１９，９１３．２５

变动比率（
％）

２１，６１３．０６

－７．８６

（
不含税）
２）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原材料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采购均

２０１８年１－６月采购均

价（
元／吨）

价（
元／吨）

锦纶６切片

１３，５２４．５８

变动比率（
％）

１５，５１３．７０

－１２．８２

二、跨境电商板块
１、跨境电商分大类销售收入明细
跨境电商分大类销售收入明细

大类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数码类产品
出口跨境电商

进口跨境电商

２２．２３％

服饰类产品

４，９０７．３９

２．１３％

家居类产品

１１８，５７３．９５

５１．４１％

合计

１７４，７５３．４５

７５．７７％

其他品类产品

３５，５４７．７３

１５．４１％

物流服务

２０，３３７．２６

８．８２％

合计

２３０，６３８．４３

１００．００％

含移动端）营业收入情况
２、通拓科技出口自营网站（
网站（
含移动端）类别
数码类产品

报告期（
万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营业收入（
元）

占跨境出口业务营业收入比例

１，８４５．５９

１．０６％

服饰类产品

４０．４３

０．０２％

家居类产品

２，４７９．３０

１．４２％

合计

４，３６５．３２

２．５０％

３、关键出口经营数据
关键出口经营数据

１０，１４０，４８４

公司简称：辅仁药业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股

辅仁药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上海辅仁

６００７８１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海杰

孙佩琳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３２８３５０２

０３７１－６３２８３５０２

办公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２５号辅仁大厦９楼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２５号辅仁大厦９楼

电子信箱

ｈｎ＿ｚｈａｎｇｈｊ＠ｑｑ．ｃｏｍ

ｓｕｎｐｅｉｌｉｎ＠ｅａｓｔｄａｙ．ｃｏｍ

２．２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１，２５２，８４５，２５６．８７

１０，７１７，３７２，６７１．０８

５，７３６，８８１，３９２．９３

５，４００，５９４，６４６．０１

本报告期
（
１－６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上年度末

５．００
６．２３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上年同期

２５２，２６２，６１１．２３

５６９，３１４，５６４．５８

－５５．６９

２，７６８，９６３，６１９．７７

３，１０８，６５９，３８４．７１

－１０．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９９，００２，４９８．１２

４５０，５７７，６３７．５２

－１１．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３６２，１３１，７５０．９３

４１３，１６２，２５１．４７

－１２．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７．１７

９．４２

减少２．２５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６４

０．７２

－１１．１１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６４

０．７２

－１１．１１

营业收入

２．３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户）

２５，７０８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０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４５．０３

２８２，４０３，５３８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企
其他
业（
有限合伙）

７．０１

４３，９７０，９４７

无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
其他
业（
有限合伙）

６．７６

４２，３７３，７３２

无

福州万佳鑫旺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
其他
合伙）

４．９０

３０，７０２，１０５

有限合伙）
北京克瑞特投资中心（

其他

３．９１

２４，５０５，７５１

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
其他
业（
有限合伙）

２．１９

１３，７５５，４１４

无

有限合
上海鼎亮开耀投资中心 （
其他
伙）

１．３７

８，５６９，４２０

无

深圳市领军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
其他
业（
有限合伙）

１．２２

７，６５０，６４７

无

深圳市东土大唐投资管理合伙企
其他
业（
有限合伙）

１．０２

６，３８９，９７９

无

青岛海洋基石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
其他
合伙）

０．４８

３，００７，７８０

无

股东名称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２２８，３８８，５３９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冻结

２８２，４０３，５３８

无
２４，５０５，７５１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克瑞特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系一致行动
人。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深圳市东土大唐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２．４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２．５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２．６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３．１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经营情况讨论
２０１９年医药行业改革不断深化，面对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公司管理层继续按照董事会
中国市场、辅仁平台、全球资源”的发展策略，积极应对市场环境变化。 受到公司资金
确定的“
周转紧张影响，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２７６，８９６．３６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１０．９３％；公司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３９，９００．２５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１１．４５％；实现基本每股收益０．６４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１１．１１％。 本报告期公司的管理层重点做了以下四个的工作：
（
一）、研发方面
公司长期重视研发与创新，持续在生物创新药、中药配方颗粒、高端制剂等方面加大研发
项目资金的投入，本报告期研发费用支出为１０，１５３．０７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６７％。 目前，公
司自主研发的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Ⅷ－Ｆｃ融合蛋白药品临床试验正稳步推进中。 ２０１９年公
司继续重点在重组人凝血因子系列药物项目、治疗糖尿病类项目、头孢洛林酯原料药及粉针
剂项目、补骨脂凝胶项目、艾溃灵口服液项目、阿瑞匹坦原料药及胶囊项目、精谷氨酸及（
小容
量）注射剂等项目开展研发活动。
（
二）、项目建设方面
本报告期，公司重点推进了中成药配方颗粒及破壁饮片生产间配套工程、开鲁厂区生产
线及配套工程，项目建设完成投资１３，８６０．５１万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中成药配方颗粒及破
壁饮片生产间配套工程已完成投资１３，９５３．３４万元，占总预算４７．４４％；开鲁厂区生产线及配套
工程已完成投资６７，３８６．３４万元，占总预算７４．２８％，新项目的实施将为公司经营效益提升打下
良好的基础。
（
三）、积极优化渠道建设，提升整体效益
在深入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公司积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积极优化渠道建设。 通过
优化销售渠道，提高销售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增强了对销售网络的控制能力，有效促进销售
终端数量不断增加。 同时，公司树立以“
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实施“
全终端”营销战略，积
极开展品牌推广活动，向终端消费者提供质优、高效的高性价比产品。
（
四）、加强生产管理，以品质保证提升品牌影响力
在生产管理方面，公司不断强化质量意识，加强对生产质量的监管。 一方面，公司重视对
生产工艺的改进和技术的升级，先后对主要的生产车间及设备进行了的改造，促进生产质量
及效率的提高。 同时，公司加大了对生产员工的培训和学习，确保产品质量及服务质量。 此外，
继续加强产业链管理，打造以客户利益为中心的“
生态链”，积极应对市场需求变化，不断优化
产品结构，提高整体生产的效率。 公司继续通过加强产品质量、渠道建设、品牌推广连动，提升
品牌价值，促进经营效益的提高。
二、报告期内的主要经营数据分析
（
一）、经营成果及费用支出情况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２７６，８９６．３６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１０．９３％；公司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３９，９００．２５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１１．４５％；实现基本每股收益０．６４元，较上年同

金额
１，３３９，０１８，９９１．７８

其中： （
１）、年产１５万吨差别化锦纶长丝项目

９９９，９９９，０００．００

（
２）、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项目

３３９，０１９，９９１．７８

减：发行费用

６３，２０９，６５３．７７

２、募集资金净额

１，２７５，８０９，３３８．０１

减： （
１）、年产１５万吨差别化锦纶长丝项目

９９４，１７６，７１３．１０

其中：２０１５年置换先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８２，３６２，８３６．１１

年产１５万吨差别化锦纶长丝项目》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８年用于《

９０８，０２８，３５６．７６

年产１５万吨差别化锦纶长丝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用于《

３，７８５，５２０．２３

（
２）、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项目

２７４，７２１，３５７．３４

其中：２０１９年１－６月用于《
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２７４，７２１，３５７．３４

加： 存款利息收入减支付银行手续费

１２，２７９，４３６．８８

加： 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

１４，１５９，０４１．０７

减：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３３，３４９，７４５．５２

３、募集资金专户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余额

０．００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照 《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阳支行、浙江义乌农
募集资金三方监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行签订了《
管协议》及《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
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
题。
（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 月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资金结余为零，所有专项账户均已销
户。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１、 公司２０１５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为年产１５万吨差别化锦纶长丝项目，报告期内
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３，７８５，５２０．２３元；
２、 ２０１９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为向邹春元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募集配套资金项
目，报告期内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２７４，７２１，３５７．３４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３、 具体情况详见附表１《
（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情况。
（
五）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
六）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
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
（
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公司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非公
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１９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实际节余募集资金３３，３４９，７４５．５２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
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批准报出。
附表：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附表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１２７，５８０．９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７，８５０．６９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６，８８９．８１

截至期
已变
项目
末累计
更项
投入金
达到
本年
目，
截至期末
预定
截至期末承
截至期末累 额与承
度实
本年度投入
投入进度
承诺投资 含部 募集资金承 调整后投资
诺投入金额
计投入金额 诺投入
可使
现的
项目
分变 诺投资总额
总额
金额
（
％）（
４）＝
金额的
用状
（
（
１）
２）
更
（
效益
２）／（
１）
差额（
态日
３）
如
（
期
＝（
２）－
有）
（
１）

项目
可行
是否
性是
达到
否发
预计
生重
效益
大变
化

１、 年产１５
万吨差别
化锦纶长
丝项目

无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６，７８４．６０

９６，７８４．６０

３７８．５５

９９，４１７．６７

２、 非公开
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
资金项目

无

３０，７９６．３４

２７，４７２．１４

２７，４７２．１４

２７，４７２．１４

２７，４７２．１４

１３０，７９６．３４

１２４，２５６．７４

２７，８５０．６９

１２６，８８９．８１

２，６３３．０７ １０２．７２％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正在
建设

注１

注１

否

已完
成

－

－

否

下单用户数（
万户）

７９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１８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元）
ＧＭＶ／商品交易总额（

１，８６１，１８１，６４４

活跃买家数量（
万人）
自营平台访问量（
万人次）

１２１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本期未购买理财产品。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净额３０，７９６．３４万元，用于支付本
次交易现金对价及本次交易相关费用２７，４７２．１４万元，加上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扣减手续费净额１０．７７万元，该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３３３４．９７万元。
关于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
经公司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该项目实
际节余募集资金３３３４．９７万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４，９００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该等数据未经审计，也并未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
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 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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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１、募集资金总额

合计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订单量（
个）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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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募集资金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见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上证公字［
２０１３修订）》（
２０１３］１３号）
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
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证监许可［
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８３１号”核准，本公司拟向工银瑞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自然人孔鑫明、自然人丁航飞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９，３０５万股（
含１９，３０５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截至２０１５年９月 １０日止，本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１９，３０５万股，发行价
格５．１８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９９９，９９９，０００．００元，扣除发行费用３２，１５３，０５０．００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９６７，８４５，９５０．００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
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第６１０６３１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
度。
关于核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邹春元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２、经中国证监会《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４７３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２ 名
特定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８１６，６４２ 股，发行价格为 ７．０９ 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 ３３９，０１９，９９１．７８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３１，０５６，６０３．７７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
３０７，９６３，３８８．０１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９］第 ＺＦ１０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

募集资金总额

占比

５１，２７２．１１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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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下降１１．１１％。 主要是由于受公司资金周转紧张，部分产品生产经营方面受到一定影响，销售
收入有所降低导致利润有所减少。
１．主营业务情况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２７６，８９６．３６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３３，９６９．５８万元，下降１０．９３％。 其中
医药工业收入减少２８，１５２．２７万元，较上年减少１０．６４％；医药商业收入减少５，８１７．３１万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１２．５４％。 主要产品中水针剂、 冲剂、 原料药及药品药械经销销售额分别减少１１，
２８２．７０万元、９，８５０．０８万元、５，５６１．９８万元、８，５６９．５５万元。
本报告期主要产品销售毛利率为４６．２％，上年同期为４４．７３％，同比上升了１．４７％；主要为原
两票制”的全面开展，公司对销售渠道的管理能力逐步增强，产品毛利率有所提升。 其
因随着“
中片剂、原料药、口服液、水针剂等产品毛利率分别较上年提高４．６３％、３．７８％、３．５４％、２．４９％，从
而带动企业总体毛利有所增长。
２、费用支出情况
报告期内，期间费用为７４，３７９．９，３万元，与上年同期减少３，７３４．８７万元，主要是由于管理
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所致。 其中销售费用、研发费用分别较上年增加６８７．１８万元、１６６．４６
万元；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分别较上年减少３，５４１．５０万元、１，０４７万元。
（
１）．销售费用
本报告期，销售费用４０，３８３．５０万元，较上年增加６８７．１８万元，增长１．７３％。 主要为拓展业务
渠道，支付营销费用有所增多，与上年同期相比无较大变化。
（
２）．管理费用
本报告期，管理费用１２，８９８．６０万元，较上年下降３，５４１．５０万元，减少２１．５４％。 主要为公司
加强了费用管控力度，应对资金周转困难；同时公司削减部分费用的开支规模，整体上管理费
用有所下降。
（
３）．财务费用
本报告期，财务费用１０，９４４．７６万元，较上年下降１，０４７万元，减少８．０３％。 主要原因为手续
费用及融资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多所致。
（
二）、公司财务状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期末资产总计１，１２５，２８４．５３万元，其中：流动资产６２０，９９３．８６万元、
固定资产３６３，９９６．９３万元、在建工程９４，５１７．３７万元、无形资产２５，１０３．８４万元；期末负债５４４，
７３９．３６万元，其中：流动负债４６１，８１８．９５万元；长期负债为８２，９２０．４２万元；期末股东权益５７３，
６８８．１４万元。
（
三）、现金流量情况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２５，２２６．２６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２５，６１６．４６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１３６，４２３．７０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２５，２２６．２６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５５．６９％，减少３１，７０５．２０
万元，主要原因为本报告公司销售回款有所减少，采购支付货款有所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２５，６１６．４６万元， 较上年度无较大变化， 主要是新建项目投入增长较少所
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１３６，４２３．７０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流出增长较多，主要系
关联方借款所致。
３．２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１．会计政策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
２０１７年财政部分别修订并发布了 《

注：１：本项目后纺车间已具备部分生产条件，其余车间设备仍在安装调试之中，故上半年度尚未实现效益。

会计准则第２３号一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４号一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７
号一 金融工具列报》（
以下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
日起施行。 按照上述要求，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规定，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润。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
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需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 权益类投资需按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分红计入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
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
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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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 新套期会计模型加强了企业风险管理与财务报表之间的联系，扩大
了套期工具及被套期项目的范围，取消了回顾有效性测试，引入了再平衡机制及套期成本的
概念。
２．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更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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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负债表中，“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项目分拆为“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利润表中，“
研发费用”项目除反映进行研究与开
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外，还包括了原在“
管理费用”项目中列示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
摊销；本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所有者权益
无影响。
３．３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８１
证券简称：辅仁药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７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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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１９
年８月２９日在辅仁大厦十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文玉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审议《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海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
３名监事同意，０名监事弃权，０名监事反对，通过本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认真审核后认为：
１、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在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过程中，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