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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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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

告全文》 于2019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300476� � � �证券简称：胜宏科技 公告编号：2019-042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9年10月29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股票代码：300237� � � �股票简称：美晨生态 公告编号：2019-148

证券代码：112558� � � �证券简称：17美晨01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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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19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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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300486� � � �证券简称：东杰智能 公告编号：2019-109

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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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19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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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开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开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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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539,091,884.00 4,749,805,702.28 -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26,435,667.64 3,190,269,836.62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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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966,940.41 -20.60% 1,266,419,771.74 -2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519,387.49 -296.21% -63,834,168.98 -14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8,947,292.29 -353.47% -78,930,664.72 -164.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129,991.28 -161.63% 129,371,642.62 42.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86 -296.23% -0.2007 -144.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86 -296.23% -0.2007 -144.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3.30% -2.02%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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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4,0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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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3,915.74

主要是当期分摊或验收后计入当期

损益的项目资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11,911.9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20,850.8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274.25

合计 15,096,49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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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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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群 境内自然人 32.47% 103,267,932 102,961,732 质押 25,000,000

重庆渝垫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34% 13,792,255 0

苏州贝塔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 4,010,400 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1.23% 3,900,000 0

陈晓东 境内自然人 0.81% 2,587,051 0

刘维 境内自然人 0.77% 2,442,639 1,831,979

广州力鼎凯得创业

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1,891,609 0

王奕琳 境内自然人 0.53% 1,672,317 0

质押 1,672,317

冻结 1,672,317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一户

其他 0.50% 1,590,000 0

陈学赓 境内自然人 0.47% 1,50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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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渝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3,792,255 人民币普通股 13,792,255

苏州贝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4,010,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0,400

夏重阳 3,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0,000

陈晓东 2,587,051 人民币普通股 2,587,051

广州力鼎凯得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91,609 人民币普通股 1,891,609

王奕琳 1,672,317 人民币普通股 1,672,317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1,5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0,000

陈学赓 1,506,606 人民币普通股 1,506,606

张文伟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北京力鼎财富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486,606 人民币普通股 1,486,6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刘群与第六大股东刘维为兄弟关系。 其他股东，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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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由年初的32,728.20万元减少为25,803.49万元，主要是本期使用募集资金4,000.00万进行了理财。

2、收入由上年同期的48,989.51万元降低为38,896.69万元，降低20.06%，主要是受医药行业的两票制的影响和

公司控股股东事件的影响所致。

3、销售费用由上年同期的6,802.20万元增加为12,995.97万元， 主要是在目前医药行业两票制的影响下，及

公司极积推进全国市场自产品种的销售， 扩大公司产品在客户和消费者的影响所做的努力发生的费用增加所

致。

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由上年同期的3,543.14万元降为-7,055.50万元，利润的下降一是公司今年

收入下降导致毛利下降，二是公司为推进全国市场发生的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由去年同期的9,084.75万元增加为今年的12,937.16万元，主要是今年货款

收回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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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批件事项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湖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氟氯西林钠

（0.5g、1.0g）《药品注册批件》。

2、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事项

公司收到了重庆市科学技术局、重庆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

3、退市风险警示事项

因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被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

4、监事减持股份事项

公司收到了监事会主席陈晓红女士、监事谭国太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自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

11月30日，陈晓红女士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63,750股（占公司总股本0.02%）；谭国太先生拟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不超过43,077股（占公司总股本0.01%）。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陈晓红女士在减持计划区间内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谭国太先生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了40,000股，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

谭国太 集中竞价 2019年9月18日 5.61 40,000 0.01

陈晓红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后，陈晓红女士、谭国太先生所持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陈晓红 255,000 0.08 255,000 0.08

谭国太 172,311 0.05 132,311 0.04

5、未完全履行增持承诺事项

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原董事、原高级管理人员收到重庆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的公告》，刘群作为天圣制药控股股东、董事长，李洪，李忠，孙进作为天圣制药原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存在

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责令上述四人限期改正，并在收到《关于对刘群、李洪、李忠、孙进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

决定》（[2019]7号）之日起180日内履行增持义务。 上述违反公开承诺的行为将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

库。

6、重大诉讼事项

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公司及相关人员起诉书的公告》，被告单位天圣制药、被告人刘群

涉嫌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被告单位天圣制药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被告人刘群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

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虚假诉讼罪；被告人李洪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7、其他风险警示事项

公司于2019年6月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控股股东刘群、原总经理李

洪涉嫌职务侵占罪及挪用资金罪，由于刘群和李洪的部分涉案财物已扣押、冻结、查封，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将

占用公司的资金归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3.1条、第13.3.2条的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8、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事项

公司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一项发明专利证书，发明名称为：一种制备铝镁司双层

片的方法。

9、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

公司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非PVC软袋大容量注射剂GMP技术改造项目” 、“药物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且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28,181.53万元（含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

金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0、关于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事项

公司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灯盏花素分散片《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2019年01月23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01号公告

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2019年04月16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07号公告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停

牌的公告

2019年04月26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18号公告

关于公司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2019年05月07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28号公告

关于控股股东、原董事、原高级管理人员收到

重庆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2019年05月22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36号公告

关于收到公司及相关人员起诉书的公告 2019年05月28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37号公告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

告

2019年06月05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40号公告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2019年07月24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43号公告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19年08月27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51号公告

关于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公告 2019年09月04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57号公告

关于公司监事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

公告

2019年08月31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56号公告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相关

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年07月05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41号公告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相关

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年08月03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45号公告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相关

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年09月05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58号公告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相关

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年10月09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60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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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公司

董事 （独立董

事除外） 和高

级管理人员

关于上市后稳

定公司股价的

承诺

发行人第三届

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以及 2015�

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了 《天

圣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

于上市后稳定

公司股价的预

案》。 若发生

《预案》规定的

启动稳定股价

措施的具体条

件， 本人承诺

将督促发行人

履行稳定公司

股价的各项义

务，包括但不限

于提议召开董

事会审议关于

稳定公司股价

具体措施的议

案。

2015年 05月 31

日

2017年5月19日

至 2020年 5月

18日

部分承诺主体

未完全履行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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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原因

1、 公司于2018年11月08日披露了 《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暨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07），自2018年11月8日起6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运用自有资金增持股份不少于当

期公司股份总额的1%（即318万股）；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各自按照不低于上一

年度从公司取得税后薪酬的20%自有资金（不低于367,665.50元）进行增持。

2、公司于2019年5月09日披露了《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暨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届

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9），截至公告披露日，刘群先生已增持公司股份306,200股。 因在上述

承诺增持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刘群先生、原董事、总经理李洪女士、原副总经理李忠先生及原副总经

理孙进先生尚处于司法调查阶段，资金筹措存在困难，未全部完成增持计划。

3、 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公司及相关人员起诉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7），被告人刘群涉嫌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

金罪、虚假诉讼罪；被告人李洪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据起诉书记载，案发

后刘群和李洪的部分涉案财物已被扣押、冻结、查封。

（二）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原董事、原高级管理人员收到重庆证监局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根据《关于对刘群、李洪、李忠、孙进采取责令改正措

施的决定》内容，刘群作为天圣制药控股股东、原董事长，李洪、李忠、孙进作为天圣制药原董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责令上述四人限期改正，并在收到《关于对刘群、李洪、李

忠、孙进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之日起180日内履行增持义务。 上述违反公开承诺的行为将记入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公司将积极督促上述承诺主体继续履行承诺，并严格执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

披露的稳定股价预案相关约束措施中应由公司采取的措施。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960,000.00 24,520.14 0.00 0.00 0.00 0.00 2,267,653.14 自有资金

股票 6,75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750,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7,710,000.00 24,520.14 0.00 0.00 0.00 0.00 9,017,653.14 --

其他说明

公司持有的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一是公司持有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这部分

股份是公司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股改前及股改时就持有的其股份600,000.00股， 原始成本

96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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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联

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报告期新增

占用金额

报告期偿还

总金额

期末数

预计偿还方

式

预计偿还金

额

预计偿还时

间（月份）

刘群、李洪

2016年5月至

今

涉嫌职务侵

占罪和挪用

资金罪

13,202.5 0 0 13,202.5 现金清偿 13,202.5

以法院生效

判决之日起

一个月内

合计 13,202.5 0 0 13,202.5 -- 13,202.5 --

期末合计值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4.05%

相关决策程序 无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任人追究及董事

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说明

一、原因

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记载，刘群和李洪涉嫌职务侵占罪及挪用资金罪，具体详

见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披露的《关于收到公司及相关人员起诉书的公告》。

二、措施

（1）公司已联系刘群及李洪的家属，刘群、李洪已表达积极返还资金意愿，但由于刘群和李洪

的部分涉案财物已扣押、冻结、查封，刘群和李洪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将占用公司的资金归还，公司

将继续督促刘群、李洪尽快返还占用资金，最大限度挽回公司损失，保障公司权益，切实维护中小股

东利益。 必要时，公司将通过司法途径，实现上述目的。

（2）公司进一步加强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广大业务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学

习和培训，提高规范意识，保障各项规章制度的有效落实。 公司正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评价机制，确

保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及时加以改进，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强化内部审计力度，加强对各业

务部门业务开展情况的审计，梳理内控流程，查找流程风险点，评估和分析风险强度，杜绝资金占用

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3）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对公司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并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披露进展

情况。 公司将以敦促控股股东尽快归还资金等方式消除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

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

施说明

由于刘群和李洪的部分涉案财物已扣押、冻结、查封，刘群和李洪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将占用公司

的资金归还，公司将继续督促刘群、李洪尽快返还占用资金，最大限度挽回公司损失，保障公司权

益，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必要时，公司将通过司法途径，实现上述目的。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意见

的披露索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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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置募集资金 4,000 4,000 0

合计 4,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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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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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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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5日以现场及

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9年10月21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通知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其中：余建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董事出席人数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司法》” ）及《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为“《公司

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2019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第三季度报

告正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行申请授信8,840万元。

授权公司或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经营层在担保额度范围内负责相关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件的签署。

公司的关联董事刘爽先生、刘维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的其余非关联董事总数为6名。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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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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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5日以现场及

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9年10月21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通知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4人，钟梅女士因事请假未能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

晓红女士主持，董事会秘书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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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2019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第三季度报

告正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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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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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圣医

药” ）因经营管理需要，拟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行申请贷款8,840万元，担保情况如下：

1、 以公司位于重庆市垫江县桂溪街道石岭社区4组6号、 重庆市渝北区博才路5号3幢的部分房产作抵押担

保；

2、公司及长圣医药以其对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的应收账款作质押担保；

3、以子公司天圣制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圣重庆” ）位于重庆市渝北区观月大道498号8幢、渝

北区空港东路303号附1号的部分房产作抵押担保；

4、以子公司重庆长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天药业” ）位于重庆市长寿经开区宴B5-01/02地块作抵

押担保。

5、董事长刘爽先生、董事刘维先生、控股股东刘群先生及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均不收取担保费。

2019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刘爽、刘维已回避表决，同意上述长圣医药向银行申请贷款及担保事项，授权公司或长

圣医药经营层在担保额度范围内负责相关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件的签署。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6664303309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刘维

5、成立日期：2007年09月29日

6、营业期限：长期

7、住所：重庆市南岸区长生组团J分区10-2号地块工业配套生活用房四层

8、注册资本：10,010万元

9、经营范围：票据式经营：易制爆：高锰酸钾、过乙酸、过氧化氢溶液、硝酸、硝酸钾、硝酸钠、硝酸银、硝酸铅。

一般危化品：丙酮、甲苯、硫酸、盐酸、甲基乙基酮、乙酸酐、三氯甲烷、乙醚、乙醇溶液、乙醇、甲醛溶液、甲醇、次氯

酸钠溶液、乙酸、2-疏基乙醇、2-甲基-2-丙醇、2-丙醇、氨溶液、二甲苯、苯酚、甲酸、吡啶、硼酸、氯化钡、正丁

醇、氢氧化钾、氢氧化钠、亚硝酸钠、乙酸乙酯、硫酸氢钾、戊二醛、松节油、三氯化铝、乙酸铅、环己酮。（以上经营

范围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事项从事经营）； 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

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除疫苗）、中药材、中药饮片、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Ⅱ类Ⅲ类

医疗器械（以上经营范围需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销售包装材料、消毒剂、日化用品、

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Ⅰ类医疗器械、计生用品及用具（不含需审批或禁止

的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纸制品、包装制品；收购地产中药材（不含需审批或禁止的项目）；中药材种植（不

含麻醉药品原植物的种植）、中药材加工（不含生产）；药物研发；仓储装卸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医药技术

咨询与技术服务；普通货运（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会议服务；市

场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长圣医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截至2019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97,921.62 81,964.56

负债总额 66,768.45 54,833.3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500.00 16,72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6,768.45 54,833.38

净资产 31,153.17 27,131.18

营业收入 170,008.75 87,833.29

利润总额 820.34 -4672.89

净利润 665.14 -4021.99

截至2019年9月30日，长圣医药的资产负债率为66.90%；长圣医药信用状况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事项尚未与银行正式签订保证合同，具体担保内容以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天圣重庆及长天药业为长圣医药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长圣医药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公司

董事会在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认为本次

被担保对象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关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都符合《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天圣重庆及长天药业为长圣医药提供担保不存在不可控的担保风险，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的金额）为32,130万元，占2018年12

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为10.07%。 公司提供的担保均为母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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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许仲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国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颜向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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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837,550.86 1,351,027,070.46 1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3,472,810.57 749,938,175.5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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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52,976.80 25,922,447.52 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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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686,273.95 660,424,875.77 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931,776.10 73,506,847.03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3,151,747.58 66,754,512.55 9.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7 10.03 减少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70 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70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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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21.6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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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159.46 3,803,614.4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49,607.90 149,559.90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

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813.30 218,618.65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

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

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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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

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93,016.97 92,277.7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47,339.64 -667,063.86

合计 1,968,257.99 3,780,0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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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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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仲秋 22,419,361 21.37 21,757,401 质押 17,560,000 境内自然人

许文慧 8,267,602 7.88 8,267,602 质押 8,267,602 境内自然人

湖南省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2,518,000 2.40 无 0 国有法人

周勇 2,516,947 2.4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袁春华 2,240,542 2.14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陆惠英 1,950,000 1.86 质押 1,950,000 境内自然人

王静 1,922,518 1.83 无 0 境内自然人

秦秒生 1,700,068 1.62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邓东生 1,686,538 1.61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亚奇 1,486,628 1.42 1,486,628 质押 1,4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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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8,000

周勇 2,516,947 人民币普通股 2,516,947

袁春华 2,240,542 人民币普通股 2,240,542

陆惠英 1,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0,000

王静 1,922,518 人民币普通股 1,922,518

秦秒生 1,700,068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68

邓东生 1,686,538 人民币普通股 1,686,538

赵壁成 1,367,007 人民币普通股 1,367,007

沈学如 1,274,842 人民币普通股 1,274,842

罗大志 1,121,287 人民币普通股 1,121,2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许仲秋与许文慧为父女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刘亚奇为许仲秋配偶的兄弟。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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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86,686,273.95 660,424,875.77 3.98

营业成本 469,721,856.45 453,172,254.45 3.65

销售费用 38,249,790.12 37,904,040.59 0.91

管理费用 28,527,276.65 29,995,008.09 -4.89

财务费用 10,679,463.25 9,522,383.24 12.15

研发费用 45,733,956.39 42,757,071.02 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52,976.80 25,922,447.52 40.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341,541.29 -127,877,092.45 28.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526,777.98 139,956,659.00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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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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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仲秋

日期 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19� � � �证券简称：湘油泵 公告编号：2019-045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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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10

月28日于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3日

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全体董事均出席；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许仲秋

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019年第三季

度报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2、审议通过《关于出让公司土地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出售位于衡东县洣水镇康佳路面积为41,889.6㎡的商住用地， 并授权公司管理

团队全权处置上述土地的交易事项。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进行信息披露。

3、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

4、审议通过《风险控制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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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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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9年10月23日以书面方式向全

体监事发出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会议按通知时间如期于2019年10月28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丁振

武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在全面了解和审阅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后，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9年第三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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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

财务状况等事项。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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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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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及各子公司与各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增加3,000万元，公司及

各子公司关联交易累计预计额度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8,224.00万元（不含税金额）。

●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本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及各子公司与各关联方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5,224.00万元(不含税)，具体情况如下表：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电磁阀、控制器及相关开发服务 株洲易力达机电有限公司 500.00 0.96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机械零部件及加工服务 衡东辉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500.00 4.81

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压铸件、齿轮、齿条、模具、工装夹具、自制

设备

株洲易力达机电有限公司、 天津易力达

转向器有限公司

2,200.00 2.45

厂房租赁 厂房 株洲易力达机电有限公司 24.00 100.00

合计 5,224.00

二、增加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方 交易主体

本次预计不含税金额

（万元）

本次预计占同类业务

比例（%）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

电机及其零部

件

东昌电机（深圳）有限

公司

东兴昌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

2,100.00 70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

电机及其零部

件

东兴昌电机（深圳）有

限公司

东兴昌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

900.00 30

合计 3,000.00 -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金 主营业务或主要产品 主要股东

东昌电机 （深圳）有

限公司

莫仕东 1,000万元港币

盘式电机、直流伺服电机、直流无刷电机、直流永

磁电机、串激电机、感应电机、罩极电机等系列电

机。

香港世成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为100%

东兴昌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

莫仕东 290.52万元港币

五金制品、马达、塑胶制品、小家电、马达转子、马

达定子；五金制品、马达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

套业务

香港世成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为100%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交易主要内容

东昌电机（深圳）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主要股东控制的企业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

东兴昌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子公司的主要股东控制的企业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和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其他潜在影响

其履约能力的重大情形。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等关联交易， 是由于子公司收购了上述关联方的主要

资产， 而关联方的业务将逐渐过渡到新设立的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原则为市场化定

价，保证公司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推广、有利于扩大销售收入，增加

利润空间。

子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 不会影响子公司业务

和经营的独立性，不会对子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就上述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沟通并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

独立董事认真审核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等关联交易， 是由于子公司收购了上述关联方的主要

资产， 而关联方的业务将逐渐过渡到新设立的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原则为市场化定

价，子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不会影响子公司业务和

经营的独立性，不会对子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本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推广、有利于扩大销售收入，增加利润空间。 我们同意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9年10月28日，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对上

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公司全部董事一致同意该项关联交易议案。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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