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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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贾岩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治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韬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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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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34,819.01 1,280,351,320.20 -1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60,826,174.04 1,213,191,509.69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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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1,801.88 -8.65% 53,662,027.70 1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3,865,233.97 -35.46% -146,243,736.28 -2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302,770.72 -14.03% -142,485,311.10 -1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41,840,199.66 -922.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7 -35.46% -0.1627 -29.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7 -35.46% -0.1627 -29.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3% -1.04% -12.83%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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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31.98 主要系处置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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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25.25 

主要系小微企业增值税减免优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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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4,494.11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056.45 
主要系除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外的营业外收支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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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380,532.11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股息收

入及项目投资收益 

合计 -3,758,42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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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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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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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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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7,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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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恒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22% 235,702,593 0 

质押 46,976,300 

冻结 27,381,04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6% 9,528,475 0   

德清庆弘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9,021,094 0   

芜湖市全中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5,135,014 0   

刘荣赠 境内自然人 0.49% 4,422,513 0   

李晓飞 境内自然人 0.40% 3,575,807 0   

王建林 境内自然人 0.37% 3,341,300 0   

袁国彬 境内自然人 0.36% 3,276,900 0   

黄百询 境内自然人 0.36% 3,275,362 0   

马如仁 境内自然人 0.32% 2,8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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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35,702,593 人民币普通股 235,70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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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528,475 人民币普通股 9,528,475 

德清庆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21,094 人民币普通股 9,021,094 

芜湖市全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35,014 人民币普通股 5,135,014 

刘荣赠 4,422,513 人民币普通股 4,422,513 

李晓飞 3,575,807 人民币普通股 3,575,807 

王建林 3,341,300 人民币普通股 3,341,300 

袁国彬 3,276,900 人民币普通股 3,276,900 

黄百询 3,275,362 人民币普通股 3,275,362 

马如仁 2,8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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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股东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35,701,593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35,702,593 股； 

刘荣赠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422,513 股； 

李晓飞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75,807 股； 

袁国彬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33,200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43,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276,900 股； 

黄百询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6,200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39,162 股，实际合计持有 3,27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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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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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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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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62,635,771.12 671,541,273.46 -31.11% 主要系上期收回广东海虹股权转让款、交易中

心往来款及本期支付收购京颐科技股权诚意

金（以下简称“诚意金”）所致。 

 应收账款  16,593,120.68 7,563,025.98 119.40% 主要系报告期确认医保基金综合管理服务业

务及药械监管服务业务收入所致。  

 其他应收款  58,680,193.65 9,624,496.68 509.70%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诚意金所致。  

 存货  39,399.64 70,335.14 -43.98% 主要系本期存货销售所致。  

 应付账款  2,130,223.10 1,214,410.67 75.41% 主要系报告期应付房租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772,526.02 32,849,896.40 -55.03% 主要系上期末部分子公司计提考核绩效所致。  

 其他应付款  5,925,491.90 4,433,147.08 33.66% 主要系应付社保及代扣代缴款项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0,785,895.21 5,598,056.96 92.67% 主要系商务人员的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91,225.25 83,275.10 129.63% 主要系报告期小微企业增值税减免优惠金额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4,689.42 1,733,644.35 -99.15% 主要系报告期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284,494.11 6,503,645.67 -196.63%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投资证券价格下跌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971,648.01   主要系本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应收

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计入该项目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615,683.55 9,830,121.15 -116.44% 主要系本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应收

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计入“信用减值损

失”列示，以及本期计提无形资产减值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6,631.98 22,015.66 -266.39%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401,202.25 249,868.53 60.57% 主要系本期应付款项无需支付所致。  

 营业外支出  410,258.70 306,225.55 33.97% 主要系报告期对外捐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4,576.02 111,892.90 -95.91% 主要系上期收到的税款返还金额较大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6,595,617.17 133,306,647.89 -87.55% 主要系上期收回交易中心往来款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031,012.99 9,218,196.56 -56.27% 主要系上期支付的所得税金额较大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3,688,685.0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收回投资款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885,287.16 2,060,386.16 -57.03% 主要系报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股息收入减少

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20,201.00 75,795,467.92 -99.97% 主要系上期收回广东海虹股权转让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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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投资支付的现金  - 4,496,019.0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支付收购少数股权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50,000,000.00 -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诚意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65,440.23 -100.00% 主要系上期偿还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 213.77 -100.00% 主要系上期偿还借款利息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9,751,884.18 18,332,326.18 -46.80% 主要系报告期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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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1、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 2016 年推出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拟募集资

金净额（指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净额）不超过 250,000 万元（含

250,000 万元），拟用于实时智能审核平

台建设项目。                                             

期间，公司对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进行

了回复。2017 年 10 月 31 日，2017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延长非公

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

议案。公司因在 2017 年 5 月至 11 月停

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向中国证监

会提出中止审查申请，非公开发行事项

暂时中止。2018 年 1 月 1 日，董事会九

届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2018 年 1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恢复对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2018 年

4 月 4 日，证监会召开初审会，于 4 月 8

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2018 年 6 月

13 日，公司再次向证监会申请了中止审

核。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和 2019 年 10

月 16日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

2016 年 10 月 15 日 

详见 2016 年 10 月 15 公司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

关公告。 

2016 年 12 月 10 日 

详见 2016 年 12 月 10 公司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通知书的公告》。 

2018 年 01 月 01 日 

详见 2018 年 1 月 1 日公司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2018 年 01 月 16 日 

详见 2018 年 1 月 16 日公司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恢

复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的公

告》。 

2019 年 09 月 30 日 

详见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十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

于取消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

告》。 

2019 年 10 月 17 日 
详见 2019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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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 2016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综合考虑各

方面因素，公司拟对再融资规划进行调

整，取消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

件。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2019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自 2018 年 6 月起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京

颐科技 99.3267%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云顶伟业 100%股

权。     

2019 年 4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预案的相关议案。                                                           

2019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后的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京颐科技及

李志《关于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及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展情况的函》。 

2019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因无法

就交易的部分核心条款达成一致等原

因，公司审慎研究决定终止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2018 年 06 月 29 日 

详见 2018 年 6 月 29 日公司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

告》。 

2019 年 03 月 16 日 

详见 2019 年 3 月 16 日公司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签订<重大

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等协议

的公告》。 

2019 年 03 月 22 日 

详见 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9 年 04 月 08 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9 年 06 月 28 日 

详见 2019 年 6 月 28 日公司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公

告》等相关公告。 

2019 年 10 月 08 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披露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10 月 30 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终止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3、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事项                                    

中海恒自 2018 年 8 月 7 日起至增持计划

实施完毕，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333,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8%，累计增持金

2018 年 07 月 12 日 

详见 2018 年 7 月 12 日公司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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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共计 100,004,125.04 元。目前，中海恒

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235,702,593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6.22%。 
2018 年 08 月 08 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控股股

东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8 月 09 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控股股

东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8 月 16 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控股股

东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9 月 04 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控股股

东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01 月 12 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控股股

东增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的公告》。 

2019 年 07 月 15 日 

详见 2019 年 7 月 15 日公司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

告》。 

4、关于购买神州博睿合伙份额暨关联交

易事项                             

基于对神州医疗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较好

的收益预期考虑，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

国新基金持有的神州博睿 99.01% 合伙

份额，交易价格为 37,600 万元。鉴于国

新基金对神州博睿存在 2,000 万元的债

务，经各方协商一致，由国新健康承担

国新基金的前述债务，则国新健康应向

国新基金支付的交易价款调整为 35,600

万元。         

神州博睿持有神州医疗 10.82%股份，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作为神州博睿的有

限合伙人将间接持有神州医疗 10.71%的

股份。                                         

2019 年 09 月 30 日 

详见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相关公告。 

2019 年 10 月 17 日 

详见 2019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5、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1）公司拟将所持浙江海虹 100%股权
2019 年 09 月 30 日 

详见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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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议价格人民币 1,377.76 万元转让给

公司控股股东中海恒，在本次交易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前，中海

恒将代浙江海虹偿还对公司的应付债务

1,358.89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

再持有浙江海虹股权。                                                     

（2）公司拟将所持海虹资产 99.7%股权

以协议价格人民币 728.12 万元转让给公

司控股股东中海恒，在本次交易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前，中海恒

将代海虹资产及其控股子公司偿还对公

司的应付债务 7,387.10 万元。因公司持

有海南化纤 18.96%股权，海南化纤持有

海虹资产 0.3%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仍间接持有海虹资产 0.057%股权。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相关公告。 

2019 年 10 月 17 日 

详见 2019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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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恒 
股份减持承

诺 

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所持原

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两项条件后

方可开始减持：A、海虹控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完成 36 个月后;B、海虹

控股连续三年经审计净利润年增长率

不低于 30%后。触发上述初始减持条

件后，中海恒承诺所持原非流通股股

份如果减持，减持价将不低于 24.50

元/股（该价格高于海虹控股上市以来

经复权处理后的股价最高值 24.40 元。

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

出售股份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等除权事项，对该价格进

行相应除权处理）。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0日实施 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2 股，因此对中海恒减持价格进行

2006 年 05 月

16 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该

承诺正在履

行期内，不存

在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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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除权处理，中海恒减持价格调整

为不低于 20.42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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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中海恒 

关于控股股

东实施增持

公司股份计

划时作出的

承诺 

中海恒在增持公司股票期间及法定期

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国新健康股票。 

2018 年 07 月

12 日 

12 个月内

有效 

截至目前，该

承诺已履行

完毕，不存在

违背该承诺

的情形。 

中海恒 

关于控股股

东实施增持

公司股份计

划时作出的

承诺 

中海恒承诺在法定锁定期内不减持公

司股票。 

2019 年 07 月

12 日 

12 个月内

有效 

截至目前，该

承诺正在履

行期内，不存

在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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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履行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00857 

中国石

油股份 

100,470

,540.80 

公允价

值计量 

47,889,

678.08 

-6,656,5

40.50 
   

-5,740,6

56.76 

42,484,

734.2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0267 

中信股

份 

16,128,

503.00 

公允价

值计量 

10,759,

756.41 

-2,095,9

64.02 
   

-1,865,1

70.90 

8,938,0

84.51 

交易性

金融资

自有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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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境内外

股票 
00543 

太平洋

网络 

20,841,

432.00 

公允价

值计量 

3,609,9

50.89 

2,632,2

40.74 
   

3,183,6

58.78 

6,379,1

97.38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1919 

中遠海

控 (前

稱:中国

远洋) 

9,788,3

91.00 

公允价

值计量 

3,877,1

92.37 

-39,054.

25 
   

-39,054.

25 

3,946,4

52.79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1898 

中煤能

源 

2,754,4

07.70 

公允价

值计量 

809,610

.32 

50,694.

64 
   

71,977.

35 

883,897

.29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1508 

中國再

保險 

1,638,9

86.40 

公允价

值计量 

1,009,3

84.27 

-172,49

6.81 
   

-152,37

9.34 

863,348

.77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0905 

環球大

通投資 

(前稱: 

慧德投

資) 

117,899.

10 

公允价

值计量 

6,992.0

9 

-3,373.9

1 
   

-3,373.9

1 

3,766.2

7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6863 

輝山乳

業 

3,269,1

20.25 

公允价

值计量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1228 

奇峰国

际 

16,507,

898.00 

公允价

值计量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171,517

,178.25 
-- 

67,962,

564.43 

-6,284,4

94.11 
0.00 0.00 0.00 

-4,544,9

99.03 

63,499,

481.2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1 年 08 月 23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无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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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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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业务进展情况 

2019 年 01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年报披露时间 

2019 年 03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团队稳定性及业务进展情况 

2019 年 03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19 年 04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内容 

2019 年 05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 5 月 11 日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06 月 0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管理层人员变动情况 

2019 年 07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19 年 08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半年度报告情况 

2019 年 09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非公开发行事项进展情况 

2019 年 09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业务进展情况 

2019 年 0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出售子公司股权事项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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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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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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