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河新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新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 自2019年

10月24日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代理销售银河新动能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7203）。投资者可到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业务等相关

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ccb.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33

2、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www.galaxyasset.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

风险提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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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胡柏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观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晓碧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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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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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59,356,791.51 21,934,888,570.86 2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393,545,462.43 16,170,396,082.67 1.38%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98,151,040.00 -8.22% 5,765,526,765.69 -1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50,318,551.42 14.93% 1,705,875,626.46 -3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42,797,894.95 29.98% 1,599,048,071.51 -34.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39,408,686.29 -50.86% 1,094,713,399.49 -56.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13.64% 0.79 -33.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13.64% 0.79 -33.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2% 上升0.31个百分点 10.42% 下降6.67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426,904.3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0,990,769.3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0,592,905.1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2,408,050.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35,565.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810,539.21

合计 106,827,554.95 --

对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

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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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和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55% 1,043,253,037 0

上海重阳战略投

资有限公司－重

阳战略汇智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38,579,721 0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三组合

国有法人 1.44% 31,000,000 0

华安未来资产－

工商银行－杭州

丰信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35% 28,910,000 0

华安未来资产－

工商银行－杭州

锐智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1% 26,075,71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四组合

国有法人 1.08% 23,189,896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四组合

国有法人 0.93% 19,972,183 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睿远成

长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18,126,71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6% 16,305,945 0

中意资管－招商

银 行 － 中 意 资

产－招商银行－

定增精选43号资

产管理产品

其他 0.69% 14,875,023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43,253,037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

战略汇智基金

38,579,721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杭州丰

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9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杭州锐

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75,714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23,189,896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9,972,183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

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126,710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305,945 人民币普通股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

招商银行－定增精选43号资产管理

产品

14,875,023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汇智基金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38,579,721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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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末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41.21%，主要系报告期内经营产生现金净流

量及借款增加所致；

2.本期末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126.60%，主要系报告期内年产25� 万吨蛋氨

酸项目、山东产业园一 期项目、黑龙江生物发酵项目建设投入所致；

3.本期末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增加38.29%，主要系报告期内装修费投入所

致；

4.本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52.91%，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款设备

到货所致；

5.本期末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80.98%，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借款所致；

6.本期末应付票据较年初增加171.59%，主要系报告期内开立的银行承兑汇

票增加所致；

7.本期末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53.28%，主要系报告期内应交企业所得税和

增值税减少共同影响所致；

8.本期末长期借款较年初增加727.83%，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借款所致；

9.本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增加59.09%，主要系固定资产计税基础差

异所致；

10.本期末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加71.29%，主要系报告期内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所致；

11.公司前三季度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41.97%，主要系报告期内城建税、教

育费附加支出减少所致；

12.公司前三季度财务费用同比增加229.18%，主要系报告期内借款利息支

出增加所致；

13.公司前三季度其他收益同比增加74.27%，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补助增加

所致；

14.公司前三季度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增加31.76%，主要系报告期内未交

割远期结售汇汇率变动所致；

15.公司前三季度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79.40%，主要系根据最新会计准

则规定， 报告期内将应收款项按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的坏账准备改列至信用减

值损失影响所致；

16.公司前三季度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增加116.06%，主要系报告内非流动资

产处置收益所致；

17.公司前三季度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70.08%，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到赔款影

响所致；

18.公司前三季度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51.21%，主要系对外捐赠增加影响所

致；

19.公司前三季度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39.37%，主要系报告期内实现利润总

额减少影响所致；

20.公司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56.27%，主要系报

告期内销售收入减少影响所致；

21.公司前三季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57.08%，主要系报

告期内收回期初理财产品所致；

22.公司前三季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531.02%，主要系

报告期内借款增加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

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同意

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自筹资金来源为公司员工的

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和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出资额不超过1.025亿

元，并按1：1的比例进行配资不超过1.025亿元（银行借款或大股东借款），资金

总额不超过2.05亿元。截至2019年5月7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

场竞价交易方式累计购买公司股票11,865,110股， 成交金额为201,514,422.24元，

成交均价约为16.98元/股。 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完成股票购买公告之

日起12个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 2019年05月08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2019-023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新和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

张平一、石程、

袁益中、 胡柏

剡、石观群、王

学闻、崔欣荣、

王旭林

关 于 同 业 竞

争、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

的承诺

签署了《关于不从事

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在公司上市后

不从事与公司业务

构成同业竞争的经

营活动。

2004年06月

25日

长期

严 格 履 行

承诺

胡柏藩； 胡柏

剡；石观群；王

学闻；崔欣荣；

王正江； 周贵

阳

其他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承诺忠实、勤勉

地履行职责，维护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并根据中国

证监会相关规定对

公司填补即期回报

措施能够得到切实

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1、 不得无偿或以不

公平条件向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输送利

益，也不采用其他方

式损害公司利益；2、

对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职务消费行

为进行约束；3、不动

用公司资产从事与

履行职责无关的投

资、 消费活动；4、由

董事会或薪酬委员

会制订的薪酬制度

与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5、未来拟公布的

公司股权激励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

2017年01月

12日

长期

严 格 履 行

承诺

胡柏藩； 新和

成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其他

不越权干预公司经

营管理活动，不侵占

公司利益，切实履行

对公司填补回报的

相关措施。

2017年01月

12日

长期

严 格 履 行

承诺

浙江新和成股

份有限公司

分红

公司2017年-2019年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原则上不

低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10%，且

最近三年公司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最近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30%

2017年01月

01日

2019年12月

31日

严 格 履 行

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415,000 375,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000 5,000 0

合计 420,000 38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

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1月0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详见公司在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001

网站上公布的《2019年1月9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5月0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详见公司在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001

网站上公布的《2019年5月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5月21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详见公司在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001

网站上公布的 《2019年5月21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9年05月24日 其他 机构

具体详见公司在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001

网站上公布的 《2019年5月24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9年07月05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详见公司在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001

网站上公布的《2019年7月5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8月2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详见公司在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001

网站上公布的 《2019年8月26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9年08月30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详见公司在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001

网站上公布的 《2019年8月30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9年09月11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详见公司在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001

网站上公布的 《2019年9月11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柏藩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姚成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孙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521,338,113.21 2,271,082,082.60 1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99,665,106.12 1,197,153,948.60 8.5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564,673.93 15,798,007.97 599.8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51,403,316.77 558,545,950.03 5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965,849.94 64,397,025.71 9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18,740,959.98 33,567,124.78 253.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4 5.66 增加4.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9 0.49 81.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5 0.49 73.4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00,751.81 74,937.3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71,490.64 7,646,629.48 主要为政府补助收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9,674.99 6,856,565.51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产生

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87,106.31 -3,006,982.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1,233.23 -148,494.71

所得税影响额 132,663.88 -2,197,765.27

合计 1,139,358.26 9,224,889.9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65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美诺华控股有限

公司

39,900,000 26.66 39,9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姚成志 8,640,000 5.77 8,64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熊基凯 4,920,000 3.29 4,920,000 质押 4,100,000 境内自然人

宁波金麟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188,399 2.80 0 无 0 其他

周君明 3,659,940 2.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金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950,000 1.9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石建祥 2,860,000 1.91 7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盈盛投资有限公

司

2,816,500 1.8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波华建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

2,490,600 1.6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为人 2,096,600 1.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宁波金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88,399 人民币普通股 4,188,399

周君明 3,659,940 人民币普通股 3,659,940

上海金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0,000

上海盈盛投资有限公司 2,81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6,500

宁波华建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2,490,6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0,600

石建祥 2,1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0,000

陈为人 2,096,6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6,600

潘鲁雁 1,474,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4,500

俞以明 1,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000

宁波东方聚金嘉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姚成志系宁波美诺华控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宁波金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金管理人为上海金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初数

本期期初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额

较本期期初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512,161,364.87 20.31 369,949,961.78 16.29 38.44 注1

应收账款 164,975,329.56 6.54 152,465,846.63 6.71 8.20

存货 432,248,744.47 17.14 299,001,933.77 13.17 44.56 注2

其他流动资产 51,977,101.85 2.06 202,247,723.86 8.91 -74.30 注3

固定资产 440,952,862.50 17.49 457,100,481.08 20.13 -3.53

在建工程 397,568,376.14 15.77 281,664,074.80 12.40 41.15 注4

无形资产 162,311,299.36 6.44 164,159,440.14 7.23 -1.13

短期借款 433,851,980.00 17.21 427,949,040.00 18.84 1.38

应付票据 125,911,606.00 4.99 95,363,974.53 4.20 32.03 注5

应付账款 179,779,702.77 7.13 167,090,199.14 7.36 7.59

注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14,221.14万元，主要系：①公司加速销售货款资金

回笼，增加了经营性现金净流入；②报告期内购买的保本浮动利率理财产品到

期收回； ③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11,168万元对公司控股子公

司宣城美诺华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注2：存货较期初增加13,324.68万元,主要系：①公司为应对外部市场环境变

化，增加战略性物料储备，提高了主打产品常用原辅料备货量；②随着业务订单

需求量加大，为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公司对车间进行有序排产，提高产能利用

率，公司生产线上的在产品和自制半成品的库存有所增加。

注3：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15,027.06万元，主要是根据自2019年1月1日

起适用的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将期初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浮动利率

理财产品15,000万元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购买的

保本浮动利率理财产品已全部到期收回，购买的5,000万元银行结构性存款尚未

到期赎回，计入“货币资金” 项目。

注4：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11,590.43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宣城美诺华“年

产1600吨原料药” 项目、浙江美诺华“年产520吨医药原料药（东扩）一期项目”

和安徽美诺华“年产400吨原料药技术改造项目” 本期增加工程建设款投入所

致。

注5：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主要因本期加强了对付款方式的管理，提高采购

货款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所占比重，以节约货币资金，增加资金流动性。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851,403,316.77 558,545,950.03 52.43

营业成本 533,044,468.03 393,022,204.96 35.63

销售费用 14,244,396.51 12,472,095.91 14.21

管理费用 92,333,298.26 66,753,820.15 38.32

财务费用 14,550,906.81 2,335,861.57 522.94

研发费用 32,163,712.27 21,436,051.35 50.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564,673.93 15,798,007.97 599.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813,809.82 -371,587,163.50 -80.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243,111.03 383,853,972.25 -77.53

说明：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140.33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29,285.74万元，增幅52.43%。主要是公司抓住全球范围内原料药行业

深度整合调整的机遇，充分发挥多生产基地产能配置的灵活性优势、产品质量

优势和GMP体系优势，快速做大公司拳头产品占领高端市场。报告期内，公司缬

沙坦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98%，销售毛利同比增长558%，除缬沙坦销售

大幅增长外，公司其他核心产品氯吡格雷、培哚普利、阿托伐他汀钙和坎地沙坦

等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均有明显增长。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稳定，产品收率普遍趋好，个别

重点产品原材料采购价格虽有增长，但因生产规模扩大，对产品单位成本的影

响较小。公司重点产品的单位成本保持平稳并略有下降。自2019年4月1日起，公

司增值税税率自16%降至13%，而出口退税率依然保持13%不变，增值税税率的

降低也带来营业成本的降低。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7.76个

百分点，其中自营产品销售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12.66个百分点，主要是销售

单价的上升、单位成本的稳中有降和增值税税率降低共同作用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1,424.44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177.23万元，无明显变动。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9,233.33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2,557.95万元，同比增幅38.32%。管理费用增加主要是公司为保持可持续竞

争力，加大了对医药行业优秀人才的引进，同时公司2019年对员工薪酬进行调

整，提升了优秀人才和稀缺人才的薪资水平。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1,455.09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1,221.50万元，主要系银行短期借款利息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3,216.37万元，同比增幅

50.04%，主要系公司加大了项目研发投入，以及为培育建设研发团队，引进和吸

纳了优秀研发人才并提高了研发人员的薪酬和激励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量11,056.4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476.67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

售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大幅增加，同时公司应收账款管理良好，销售货

款资金回笼及时，无延迟或坏账情形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181.38万元。主要的投资活动包括：（1）收购燎原药业少

数股东部分股权支付股权交割款5,583.65万元；（2） 在建工程购建资产类投入

16,788.60万元（3）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带来的现金净流入15,

767.51万元。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9,977.34万元，

主要系上年同期，宣城美诺华 “年产1600吨原料药” 项目投入15,498万元、参与

设立宁波美诺华锐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入8,000万元、合资设立

宁波科尔康美诺华药业有限公司投入1,840万元以及收购浙江燎原股权交割支

付8,463.52万元而本期项目投资金额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

净流量8,624.31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战略合作伙伴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

公司以货币资金11,168万元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宣城美诺华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19年4月29日、2019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

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

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由于吴凤云等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提前与公司解除劳动合

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

司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7.8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截至本报

告披露之日，公司已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7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

2、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

2019年6月21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2019年7月31日，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9-073）： 以方案实施前的公

司总股本149,056,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元（税前），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9,811,200元（税前），占公司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比例为30.94%。2019年8月6日，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3、 宣城美诺华增资扩股

公司于2019年7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宣城美诺华增资扩股暨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为实现与战

略客户互利共赢发展，公司拟引入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

声制药” ） 作为全资子公司宣城美诺华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宣城美诺

华” ）的新增股东，同意先声制药以现金方式向宣城美诺华增资11,168万元人民

币。同时，公司作为原股东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宣城美

诺华的注册资本将由10,000万元增加至19,607.85万元。其中，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51%，先声制药占注册资本的49%。宣城美诺华仍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宣城美诺华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领取了宣城市宣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宣城美诺华累计收到先

声制药缴付的全部增资款，共计人民币11,168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

6月27日、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

子公司宣城美诺华增资扩股暨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1）、《关于全资子公司宣城美诺华增资扩股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1）。

4、 宣城美诺华年产1600吨原料药项目一期增加投资规模

2019年7月1日、8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9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宣城美诺华年产1600吨原料药项目一

期增加投资规模的议案》：公司将增加“1600吨原料药项目” 一期投资规模至

3.94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宣城美诺华年产1600吨原料药项目一期增加投资

规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

5、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

2019年8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2019

年8月1日为授予日，向82名激励对象授予62.6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

股7.42元。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办理完成相关登记工作。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9年8月2日、9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调整及授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 076）、《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结果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8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姚成志

日期 2019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3538� � �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2019-098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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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由姚成志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3538� � �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2019-099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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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姚芳

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

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报告客观、真实地反

映了公司在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公司《〈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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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十一只基金更新产品招募说明书

及摘要的提示性公告

富安达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富安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安达健康人

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安达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富安达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富安达富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安达现金通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 富安达长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富安达行业轮动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全文和招募说明书摘要于2019年10月

24日在本公司网站www.fadfunds.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

//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630-6999）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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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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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博道启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道卓远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沪深300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远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道叁佰智航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4日在本公司网站(www.bdfund.cn)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

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085-2888）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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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A股简称：招商银行 A股代码：600036����公告编号：2019-05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修订获中国银保监会

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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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招商银行）近日收到《中国银保监

会关于招商银行修改章程的批复》（银保监复 〔2019〕941号），《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2019年修订）》已获得核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9年修订）》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和本

公司网站（www.cmbchina.com）。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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