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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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春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栾福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长婷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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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10,706,110,317.09

9,919,199,057.86

7.93%

4,388,062,295.11

4,307,534,261.90

1.8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
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9,583,618.00

-54.28%

713,136,255.99

-4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15,457,609.56

-70.56%

73,371,775.00

-7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5,970,193.27

-133.16%

27,055,023.04

-9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94,054,501.41

-123.04%

-475,398,632.15

78.26%

0.01

-75.00%

0.06

-76.92%

0.01

-75.00%

0.06

-76.92%

0.72%

-0.54%

2.00%

-73.9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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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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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8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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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93,125.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6,913.13

减：所得税影响额

8,728,570.17

合计

46,316,75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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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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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化市康平投
境内非国有法
资有限责任公
人
司

持股比例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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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479,606,265

数量
479,606,265

仲维光

境内自然人

4.83%

61,922,552

0 质押

61,922,552

仲桂兰

境内自然人

4.61%

59,057,905

0 质押

59,057,839

北京富德昊邦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中心（
有限
人
合伙）

3.42%

上海红樱资产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有限公司 人

2.97%

0 质押

43,790,000

42,920,000

0 质押

38,095,140

30,370,000

佛山市科技孵
境内非国有法
有
化合伙企业（
人
限合伙）

2.02%

25,924,740

0 质押

4,777,070

郭华

境内自然人

1.49%

19,040,000

0 质押

19,040,000

龙士学

境内自然人

0.65%

8,313,600

0

0.42%

5,323,222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 其他
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0.23%

2,992,26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479,606,265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479,606,265

仲维光

61,922,552 人民币普通股

61,922,552

仲桂兰

59,057,905 人民币普通股

59,057,905

北京富德昊邦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43,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790,000

上海红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8,095,140 人民币普通股

38,095,140

佛山市科技孵化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25,924,740 人民币普通股

25,924,740

郭华

19,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40,000

8,313,600 人民币普通股

8,313,6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5,323,222 人民币普通股

5,323,22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92,260 人民币普通股

龙士学

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56.91%

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万元）

7,5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59,078,844.34元，增加幅度34.70%，主要原因
是本期偿还融资利息较上期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46,994,674.25元，增加幅度100.64%，主要原因是本
期偿还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1,110,472,430.83 元，增加幅度245.44%，主要原因是本
期收到的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较上期减少724,371,753.23元，减少幅度86.03%，主要原因是上期期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大，期末较小，故本期净增加额变动比上期小。
母公司报表增减变动说明
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
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减少102,780,023.90元，减少幅度97.18%，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原材料采购款、柜
台租赁费所致；

第一节 重要提示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2017年12月18日，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对外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于2018年2月1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3）。由于本次重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工作内容较复杂等原因，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并获2018年3月15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

□ 是 √ 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相关公告。2018年6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3,620,970,382.19

2,845,416,874.15

1,564,602,781.34

1,492,890,467.5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
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4.80%

于2018年6月27日披露《关于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11,947,247,197.48

18.60%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就问询函所涉及问题进行了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于2018年7月1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2,395,634.16

32.91%

75,300,261.18

46.75%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71），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1,600,721.54

36.69%

71,672,719.39

43.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388,861,453.50

-1,954.47%

-319,115,427.95

-303.68%

项的议案》， 并于2018年12月14日披露了 《关于无法按期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

28.57%

0.32

45.45%

2018-089）。2019年1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发行股份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

28.57%

0.32

45.45%

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的议案》，并于2019年1月28日披露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

1.49%

0.33%

4.92%

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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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4,492.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5,397.16

减：所得税影响额

了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披露了《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325,227.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513,674.17

合计

3,627,541.79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
2019年5月29日， 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

191183号），并于2019年5月30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的公告》（公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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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2019-038）。2019年6月20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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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通知书》（191183号），并于2019年6月21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2019年7月10日，公司回复并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

□ 适用 √ 不适用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审查意见通知书〉回复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及其他相关公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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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2019年8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第三次修订稿）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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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及其他相关文件。2019年8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第四次修订稿）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及其他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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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

23,498

0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数量

股份状态

万邦德集团有 境内非国有法
限公司
人

18.88%

44,943,360

0 质押

44,943,360

湖州市织里镇
境内非国有法
资产经营有限
人
公司

4.60%

10,957,800

0 质押

10,957,800

宋铁和

境内自然人

3.51%

8,348,580

0

不予禁止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2019年9月25日，因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

俞纪文

境内自然人

1.79%

4,257,595

0

张灵正

境内自然人

1.49%

3,536,000

0

徐引生

境内自然人

对外披露了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9-054），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万邦德，证券代码：002082）于2019年9月25日
（星期三）开市起停牌。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9年第44次工作会议审核结果，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通过，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对外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55），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万邦德，证券代码：002082）于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开市起复
牌。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不予核准文件，待收到相关文件后，公司将按照
规定要求，积极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1.47%

3,50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国有法人
公司

1.32%

3,141,500

0

陈香花

境内自然人

1.30%

3,094,460

0

沈百明

境内自然人

1.27%

3,013,808

0 质押

周夏阳

境内自然人

1.15%

2,732,416

0

2、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事项
2018年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
案》，并于2018年2月28日披露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8）。截至本报
告期，本事项已按计划将部分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栋梁铝业，划转资产净额为273,949,077.95元；
3,010,000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母公司铝加工业务相关协议、合同以及相关土地、房屋产权关系已基本划转至栋梁铝业，其他相关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以及相关规定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数量

□ 适用 √ 不适用

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

44,943,360 人民币普通股

44,943,360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湖州市织里镇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957,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57,800

□ 适用 √ 不适用

宋铁和

8,348,580 人民币普通股

8,348,580

俞纪文

4,257,595 人民币普通股

4,257,595

张灵正

3,5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36,000

□ 适用 √ 不适用

徐引生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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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41,500 人民币普通股

3,141,500

陈香花

3,094,460 人民币普通股

3,094,460

沈百明

3,013,808 人民币普通股

3,013,808

周夏阳

2,732,416 人民币普通股

2,732,41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就本公司所知晓范围内，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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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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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张灵正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506,000股；股东陈香花通过投资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094,460股；股东周夏阳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票2,727,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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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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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 适用 □ 不适用

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1、应收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49.12%，主要原因是销售业务扩大且应收账款收款期主要集中在年

法定代表人：赵守明

末所致；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2、预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52.95%，主要原因是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4、在建工程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435.96%，主要原因是基建项目新建所致；

2019年02月1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工业大麻相关情况

5、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87.83%，主要原因是预付的工程款及设备款结转所致；

2019年02月2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工业大麻相关情况

6、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40.32%，主要原因是扩大生产、销售规模而增加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2019年03月0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工业大麻相关情况

7、应付票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36.01%，主要原因是采购较多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所致；

2019年03月2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工业大麻相关情况

8、应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57.69%，主要原因采购较多采用应付票据结算所致；

2019年04月0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人参销售情况

9、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8.63%，主要原因是上年度年终奖在本期支付所致；

2019年04月1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柳河医药产业园认证情况

10、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29.03%，主要原因是支付股权转让款及保证金所致；

药品销售情况

11、长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45,480万元，主要原因是基建工程项目贷款新增所致；

2019年05月0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工业大麻相关情况

2019年05月2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人参销售情况

个人

工业大麻相关情况

个人

工业大麻相关情况

13、财务费用同比增加121.58%，主要原因是本期短期借款规模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2019年06月1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药品销售情况

14、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521.81%，主要原因是坏账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2019年整体经营情况

15、其他收益同比增加115.96%，主要原因是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2019年06月2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工业大麻相关情况

16、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33.26%，主要原因是利润增加导致所得税相应增加所致；

电话沟通

个人

工业大麻相关情况

1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46.75%，主要原因是销售增加导致的。

2019年07月1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人参销售情况

1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303.68%，主要原因是货款回收较慢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个人

股东质押情况

个人

中成药板块发展情况

2019年08月2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工业大麻相关情况

2019年08月2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减持情况

2019年09月0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人参板块情况

2019年09月1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工业大麻相关情况

2019年09月2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东减持情况

公告编号：201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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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1、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减少233.56%，主要原因是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减少、投资活动现金

证券代码：002430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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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一一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杭氧集团” ）关于法定代表人、股权结构变更的通知，具体如下：
一、杭氧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并已在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手续。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杭氧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蒋明

权划转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股权划转前后，杭氧集团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划转前
出资额（
万元）

本次股权划转后

出资比例（
%）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1800
理委员会

10

-

-

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
16200
司

90

16200

90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

-

-

1800

10

18000

100

18000

100

总 计

变更后杭氧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郑伟

本次股权划转前后，杭氧集团之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控股股东仍为杭州市国有资本投

本次变更后，公司董事长蒋明将不在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郑伟先生，1983年11月出
生，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资运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特此公告。

二、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杭州市人民政府已将其持有并授权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行出资人义务的杭氧集团1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800万元）无偿划转给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持有。上述股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19-061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建筑业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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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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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益民货币市场基金

第7号一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相关规定，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司” ）现将2019年第三季度建筑业经营情况简报如下：
单位：万元
新中标未签合同

新签合同

项目类型
数量

经出席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金额

数量

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
合同
数量

金额

轨道交通项目

2

24,927

2

153,056

38

1,160,974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市政项目

3

70,641

0

0

45

540,842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房建项目

7

51,071

0

0

32

441,286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PPP项目

0

0

0

0

4

592,684

合 计

12

146,639

2

153,056

119

2,735,786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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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2019年建筑业新中标工程77.83亿元。

益民核心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服务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品质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中证智能消费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信用增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优势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4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ym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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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650-8808）咨询。

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
参阅。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10月24日

会

公告编号：2019-054

漏。

程》的规定。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由监事王仁厚先生主持。

特此公告。

事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及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1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董

流出增加所致。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以现

三、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2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78.99%，主要原因是借款增加所致；

漏。

或者重大遗漏。

作人员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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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届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守明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姜全州先生、财务总监赵军辉先生及相关工

1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35.58%，主要原因是新建厂房导致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漏。

公告编号：2019-092

为2019年11月5日（星期二）下午15:30-17:00。

金支付较多所致；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上午
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1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会议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郭春林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行申请办理不超过11,800万元贷款， 用于偿还贷款，贷
款期限一年， 由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流通4,000万股股权
作为担保,担保期间为此笔贷款发放之日起至贷款本息结清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投资者可以
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网上互动交流时间

2019年07月09日

电话沟通

监会浙江监管局指导、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沟通促发展 理性共成
长”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公告编号：2019-057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中国证

12、长期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5,371.35万元，主要原因是收到织里镇政府支付的搬迁补偿款所
致；

电话沟通

2019年07月24日

证券简称：万邦德

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2019年06月04日

2019年08月12日

证券代码：002082

大遗漏。

2019年05月30日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定[2019]329号），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委员会召开并购重组委2019年第44次工作会议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 公司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3、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90.82%，主要原因是履约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证券代码：002118

下发的《关于对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188号），公司于2019年4月25
公司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文件。2019年5月15日，公司召开

人参销售情况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2019年4月16日，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日回复并披露了《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及《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

说明

个人

证券代码：002118

2018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

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2019年4月20日，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 适用 □ 不适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票（股票简称：万邦德，股票代码：002082）于2018年7月19日开市起复牌。

《关于〈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2019年01月17日

电话沟通

2018年6月29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2018-062）。2018年7月18日，公

12.43%

大股东混改进程

2019年06月24日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0)。2018年6月28日， 公司召开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媒体说明会， 并于

4,088,805,159.84

个人

个人

案， 具体内容详见于2018年6月15日披露的相关公告。2018年6月26日， 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8]第18号），并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过了《关于〈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

27.26%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19年01月09日

2019年04月24日

2017-079），并于2017年12月18日开市时起临时停牌。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每五个交易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并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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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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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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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负责人赵守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军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韩彬声明：保证季

11,000

公告编号：2019-056

√ 适用 □ 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17,407.21

证券简称：万邦德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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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1%

至

证券代码：00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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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医药行业在政策的影响下行业平均利润率比照去年同期相比有所
下降， 国家相关部门对药品零售价格的控制和调整使得医药行业面临巨
大的冲击，导致行业竞争加剧，在政策和行业综合的影响下，公司中成药
业务收入有所下降。 并且2019年公司对人参业务板块进行经营模式的调
整，由传统的销售模式转变为专柜销售，目前正处于销售模式变更的磨合
期，因此公司预计2019年人参板块收入也会有所放缓。综合上述因素，经
公司董事会审慎判断， 预计2019年公司的整体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会有
一定程度的下降。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股东龙士学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313,600股。
如有）
况说明（

款较上期增加所致；

至

万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2,992,26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764,245,000元，增加幅度30.68%，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银行借

第三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9-093

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5,449,178.63元，减少幅度95.94%，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客户开具的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货款所致；
应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230,265,261.18元，增加幅度69.63%，主要原因是销售药品、人参系列产品增
加往来所致；
预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363,392,826.67元，增加幅度157.17%，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工程款、原材料采
购款、专柜租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减少4,941,489.60元，减少幅度100.00%，主要原因是本期无其他流动资产影
响所致；
固定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436,023,627.52元，增加幅度425.83%，主要原因是医药产业园购进的机械设
备、房屋建筑物达到预定使用状态，转固定资产所致；
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减少426,052,467.06元， 减少幅度83.81%， 主要原因是医药产业园购进的机械设
备、房屋建筑物达到预定使用状态，转固定资产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2,379,838.72元，增加幅度58.53%，主要原因是计提应收账款，其它应
收款坏账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300,000,200.00元，减少幅度100.00%，主要原因是支付应付票据到期款项所
致；
应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39,343,274.11元，增加幅度33.70%，主要原因是原材料采购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2,220,279.59元，增加幅度100.00%，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药品提前收到货款
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增加19,921,000.1元，增加幅度354.31%,主要原因是计提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增
加影响所致；
长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增加140,804,262.07元，增加幅度60.32%,主要原因是新增2年期借款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期末较期初减少382,264.00元，减少幅度45.92%，主要原因是支付预计负债款项所致。
2、利润表主要项目
营业成本本期较上期减少67,492,007.33元，减少幅度33.76%，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人参产品成本较上
期下降影响所致；
销售费用本期较上期减少38,874,064.25元，减少幅度77.48%，主要原因是本期业务员核销的市场推广
费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19,570,500.72元，增加幅度360.11%，主要原因是本期委托外部研发费用增加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增加23,590,932.5元，增加幅度305.37%，主要原因是本期往来款增加，计提坏
账准备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本期较上期增加4,561,000.10元，增加幅度42.61%，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期减少3,004,454.53元，减少幅度92.92%，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对外捐赠药品本期
无发生相关项目；
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2,458,972.40元，增加幅度39.23%，主要原因是本年月份计提所得税费用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213,288,067.07元，减少幅度46.29%，主要原因
是本期较上期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241,154,636.19元，减少幅度42.95%，主要原因是本
期较上期收到子公司的往来款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579,.574,346.55元，减少幅度63.79%，主要原因是本期
较上期支付原材料采购款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32,403,845.76元，减少幅度47.31%，主要原因是本期缴纳上年
末计提的增值税、所得税费用等，以及本期收入减少、税率下调导致本期缴纳的相关税费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增加294,644,145.73元，增加幅度115.28%，主要原因是本期
支付给子公司的往来款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196,959,460.16元，增加幅度为
476.13%，主要是本期较上期支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60,604,050.00元，减少幅度93.96%，主要原因是本期对子公司支付
投资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703,427,649.42 元，减少幅度34.78%，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借
款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18,764,622.40 元，增加幅度100.%，主要原因是融
资租赁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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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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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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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郭春生先生通过其亲属持有康平公司 53.80%的股份， 康平公司持有本公司37.45%的
股份，而持有本公司 4.83%股份的自然人股东仲维光与持有本公司 4.61%股份的自然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人股东仲桂兰为郭春生先生的亲属，所以康平公司、仲桂兰女士与仲维光先生存在关
说明
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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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报表增减变动说明
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
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减少117,670,829.24元，减少幅度90.44%，主要原因是本期以银行存款偿还借款、
支付票据款、支付原材料采购款所致；
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5,534,107.23元，减少幅度95.86%，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客户开具的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货款所致；
应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310,001,168.01元，增加幅度33.67%，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药品、人参系列产
品往来增加及销售政策暂时调整,客户信用期有所延长使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期末较期初增加537,932,844.60元，增加幅度144.79%，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在建项目工程款、
柜台装修款及原材料采购款较上期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391,536,745.55元，增加幅度36.65%，主要原因是本期柳河医药产业园部份在
建项目转固及新购置机器设备所致；
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减少365,340,526.71元，减少幅度56.27%，主要原因是本期柳河医药产业园部份在
建项目转固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较期初增加9,113,230.61元，增加幅度4,027.39%，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柜台租赁款较
上期增加,租赁费用按期摊销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6,151,754.13元，增加幅度40.83%，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款项余额及账
龄较上期增加,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 200,000,000元，减少幅度100.00%，主要原因是前期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本
期到期予以兑付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增加22,345,972.29 元，增加幅度244.41%，主要原因是计提税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295,857,810.74元，减少幅度56.98%，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了到期的借款
所致；
长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增加626,614,262.07元，增加幅度60.78%，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银行发放的项目贷
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减少7,847,250.17元，减少幅度52.61%，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到期的融资租赁款
所致；
预计负债期末较期初减少382,264.00元，减少幅度45.92%，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了前期的预计负债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期末较期初增加7,156,258.21元，增长幅度91.82%，主要原因是本期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增加所致。
2、利润表主要项目
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减少564,569,424.05元，减少幅度44.19%，主要原因是受大坏境影响中成药、人参
系列产品等销售减少；
营业成本本期较上期减少249,009,102.83元，减少加幅度59.73%，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较上期减少
所致；
销售费用本期较上期减少50,698,740.46元，减少加幅度39.78%，主要原因是本期业务员核销的市场推
广费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20,039,816.45元，增加幅度164.76%，主要原因是本期委托外部研发费用增加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增加24,611,615.97元，增加幅度200.22%，主要原因是应收款项余额及账龄增
加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本期较上期增加36,348,882.40元， 增加幅度188.88%，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期减少102,630.49元，减少幅度77.23%，主要原因是本期的报废资产处置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期减少2,748,554.38元，减少幅度82.65%，主要原因是本期的捐赠支出较上期减少
所致；
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期减少26,624,854.69元，减少幅度61.47%，主要原因是本期的销售较上期减少所
致；
3、主要现金流量表项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547,972,885.49 元，减少幅度57.24%，主要原因是本期
销售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325,095,706.59元，减少幅度32.55%，主要原因是本期
支付的原材料采购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较上期减少106,452,245.38元，减少幅度60.93%，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112,574,811.42元，增加幅度90.92%，主要原因是本
期支付了前期收到的经营业务保证金及支付了柜台租赁费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减少208,704,304.39元，减少幅度78.26%，主要原因是本期销
售回款减少、及本期支付前收取的经营保证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177,611,212.28元， 增加幅度
134.98%，主要原因是本期固定资产投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减少177,702,178.83元，减少幅度144.86%，主要原因是本期
固定资产投入增加所致；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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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2019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