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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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鸣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惠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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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7,528,387.14 5,684,550,964.07 -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70,983,602.90 2,743,656,302.95 8.2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772,073.49 70,876,381.09 -56.5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78,416,532.99 1,096,114,533.18 1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797,814.88 64,874,899.51 3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451,304.46 59,710,539.79 29.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3 3.08 减少 0.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8 0.30 2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8 0.29 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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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1,2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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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7,165.4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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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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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8,1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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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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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8,687.69

合计 10,346,5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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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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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
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份数量 股份状
态 数量

新疆国力民生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93,190,600 39.42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刘鸣鸣 19,486,093 8.24 无 境内自然人

张清苗 10,690,000 4.52 54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黄清松 4,686,905 1.98 无 境内自然人

黄建联 4,570,150 1.93 无 境内自然人

齐鲁证券资管 -民生银行 -
齐鲁民生 2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3,141,936 1.33 未知 未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2,947,021 1.25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2,809,966 1.19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93,942 1.1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2,390,108 1.01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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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
量

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新疆国力民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93,190,600 人民币普通股 93,190,600

刘鸣鸣 19,486,093 人民币普通股 19,486,093

张清苗 10,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50,000

黄清松 4,686,905 人民币普通股 4,686,905

黄建联 4,570,150 人民币普通股 4,570,150

齐鲁证券资管 -民生银行 -齐鲁民生 2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141,936 人民币普通股 3,141,93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欧中
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947,021 人民币普通股 2,947,021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2,809,966 人民币普通股 2,809,96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蓝筹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93,942 人民币普通股 2,593,942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2,390,108 人民币普通股 2,390,1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公司控股股东国力民生、董事长刘鸣鸣及高管张清
苗、黄清松、黄建联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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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

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年同期期末数 变动比例
（%） 说明

货币资金 789,698,318.73 646,580,418.33 22.13

应收账款 235,510,565.59 138,128,583.28 70.50 详见注 1

预付款项 49,571,001.69 30,650,876.10 61.73 主要系预付原辅料款、电费等
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6,622,880.43 4,874,043.61 35.88 主要系保证金、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费用等增加所致

存货 1,261,798,444.25 1,232,462,450.98 2.38 详见注 2

固定资产 1,601,309,463.52 1,399,246,967.66 14.44

在建工程 367,423,425.51 179,279,871.04 104.94 主要系河南安井、湖北安井、
无锡民生加大建设投入

无形资产 148,210,816.59 102,322,932.80 44.85
主要系去年二季度河南安井、
湖北安井增加土地使用权所
致

短期借款 495,146,661.51 331,800,000.00 49.23 主要系补充流动资金借款所
致

应付账款 676,609,358.45 506,561,020.92 33.57 主要系增加原辅料采购所致

预收款项 785,445,150.00 -100.00 详见注 1

合同负债 192,729,142.88 预收账款重分类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4,460,492.74 54,274,295.43 37.19 主要系应付工资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77,786,506.62 33,006,844.10 135.67 主要系应交所得税款增加所
致

其他应付款 241,826,742.10 38,110,203.08 534.55
主要系上年末确认了限制性
股票回购义务及本期预提费
用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93,878,647.50 详见注 1

应付债券 360,462,055.23 -100.00 主要系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影响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
债 84,878,872.29 41,549,336.60 104.28 主要系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

影响所致及注 1

其他权益工具 145,153,868.72 -100.00 主要系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影响所致

资本公积 1,294,872,956.29 595,211,529.09 117.55
主要系去年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及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股本溢价增加所致

库存股 170,180,700.00 主要系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影响所致

未分配利润 1,520,509,609.60 1,107,704,046.76 37.27 主要系 2019年净利润增加所
致及注 1

注 1：详见本报告“四、附录 4.2� 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
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情况说明”。

注 2：本期末原材料账面价值 78,184.33 万元，同比增长 68.50%，主要系公司增
加原材料采购所致；本期末发出商品账面价值 29,754.63 万元，同比下降 50.04%，主
要系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所致，详见注 1；

期末公司存货变动较大的项目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年同期期末数 账面价值

变动比例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存货 126,202.95 23.11 126,179.84 123,606.26 360.01 123,246.25 2.38%

其中：原材料 78,185.86 1.53 78,184.33 46,401.66 0.69 46,400.97 68.50%

发出商品 29,761.94 7.31 29,754.63 59,791.79 229.49 59,562.30 -50.04%

2.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
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
度

变动比例
（%） 说明

管理费用 69,592,313.08 29,157,043.42 138.68 主要系分摊股份支付费用及应付
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605,837.21 4,576,815.79 -64.91 主要系可转换公司债券于上年均
已转股或赎回所致

其他收益 10,925,805.00 4,292,830.89 154.51 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增加所
致

资 产 处 置 收 益
（损失以“－”号
填列）

-91,272.19 7,188.32 -1,369.73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663,882.71 411,749.15 304.10 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 242,736.79 418,973.12 -42.06 主要系固定资产清理损失减少所
致

所得税费用 29,699,033.93 18,786,843.03 58.08 主要系本期应税利润增加所致

净利润 87,797,814.88 64,874,899.51 35.33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长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
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 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1,701,158,470.88 1,538,274,280.28 10.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1,670,386,397.39 1,467,397,899.19 13.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772,073.49 70,876,381.09 -56.58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339,800,231.20 324,221,346.55 4.81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492,715,832.58 455,233,908.72 8.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2,915,601.38 -131,012,562.17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234,350,000.00 135,000,000.00 73.59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83,186,692.93 241,462,669.99 -65.55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减少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1,163,307.07 -106,462,669.99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增加，

偿还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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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20 日， 经中国证监会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 2020 年第 35 次工

作会议审核，公司拟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9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
2020 年 4 月 8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发行文件（证监许可[2020]

592 号），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可转债尚未完成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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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鸣鸣

日期 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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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最早可追溯到

1986 年成立的中信会计师事务所，2000 年，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正
式成立，2012 年，信永中和由有限责任公司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注册资本：3,600 万元。 信
永中和总部位于北京，并在深圳、上海、成都、西安、天津等地设有 23 家境内分所。

信永中和是首批获得证券执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控制制
度和内部管理制度， 从事过大量各类证券服务业务， 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队
伍。 信永中和具有的从业资质包括：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首批
获准从事金融审计相关业务、首批获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军工涉密业务咨询
服务安全保密资质。

信永中和南京分所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负责人为陈宏青先生，位于南京
市 鼓 楼 区 山 西 路 128 号 和 泰 国 际 大 厦 七 层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2010005797368X2， 已 取 得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颁 发 的 执 业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110101363201）。

信永中和南京分所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在业务、质量、人事、财
务、风险管理、技术等各方面受总部一体化管理，在实施新《证券法》之前从事过证
券、金融相关服务业务，执行信永中和统一的质量控制制度、内部管理制度。

2、人员信息
信永中和首席合伙人是叶韶勋先生，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合伙人（股东）228

人，注册会计师 1679 人（2018 年末为 1522 人）。 从业人员数量 5331 人，从事过证券
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800 人。

3、业务规模
信永中和 2018 年度业务收入为 173,000 万元，净资产为 3,700 万元。
信永中和 2018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 236 家，收费总额 26,700 万元，涉及

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和燃气生产供应业和交
通运输与仓储物流业等，资产均值在 1,870,000 万元左右。

4、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购买职业保险并涵盖因提供审计服务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

责任，2018 年度所投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5,000 万元。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

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信永中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一次、行政监管措施六次，无刑事

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
本次拟安排的项目签字合伙人、独立复核合伙人、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最近三

年均未有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的情况。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1）项目合伙人：石柱先生，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务

合伙人。
执业资质：中国注册会计师，税务师，资产评估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高级

会计师。
从业经历：石柱先生于 1993 年 7 月进入盐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00 年 7 月加

入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2013 年 7 月加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2013 年至
今，任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务合伙人。 石柱先生在二十
多年的专业工作经历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主持过许多大中型
企业集团的审计服务及企业改制、上市、资产重组等方面的业务，并负责过多个项

目的上市、年度审计等业务。
兼职情况：石柱先生担任财政部驻江苏专员办会计监督咨询专家、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锦泓集团等多家企业的独立董事。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2）质量控制复核人：李建勋先生。
执业资质：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从业经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合伙人。 李建勋先生自

1993 年开始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1996 年取得证券期货注册会计师资格，为多家上
市公司提供过 IPO 改制及申报审计、 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并购重组审计等证券相
关服务业务。

是否存在兼职情形：现兼任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3）签字会计师：沙曙东女士。
执业资质：中国注册会计师，税务师，资产评估师，高级会计师。
从业经历：沙曙东女士于 1991 年 7 月进入泰州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01 年 2 月

加入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2013 年 7 月加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2013 年
至今，任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务高级经理。 沙曙东女士
在二十多年的专业工作经历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主持过许多
大中型企业集团的审计服务及企业改制、上市、资产重组等方面的业务，并负责过
多个项目的上市、年度审计等业务。

是否存在兼职情形：否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本次拟安排的项目签字合伙人、独立复核合伙人、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均具有

丰富的行业服务经验，均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
求的情形。

（三）审计收费
2019 年度公司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10 万元，其中财务审计为人民币 90 万元，内

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20 万元。 2020 年审计收费定价原则与 2019 年保持一致，
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要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 综合考虑参与人员
的经验和级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定价。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信永中和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力、独

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审查， 认为信永中和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能
力、经验和资质，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信永中和
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信永中和具备证券相关业务审计资格，以及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经

验与能力；在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中，能够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
业准则，优质地完成了与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此次公司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
构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衔接的连续性、稳健性，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续聘信永中和担任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并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 2020 年年审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

（四） 本次续聘 2020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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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 2020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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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4 月 7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吴仁荣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7 人，实到
董事 7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将在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 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拟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 2020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续聘 2020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34）。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35）。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351 证券简称：威尔药业 公告编号：2020-029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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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股转增

0.40 股。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

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及转增

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及转增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 13,054.3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未分配
利润为 23,970.94 万元，资本公积余额为 87,977.21 万元。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决议， 公司 2019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分配利润并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50 元（含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93,333,38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2,000,021 元（含
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107,850.57 元的比例为 32.78%。

2、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4 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93,333,380 股，本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130,666,732 股。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
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
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及转增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及转增比例。 如
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交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
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与公司实际经营业绩相匹

配，在保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了目前总体运营情况、未来业务
发展需要、增强股票流动性以及保障股东合理回报等因素，议案内容及审议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上述预案。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总体经营

状况、所处阶段、未来发展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能够保障股东的合理回报并兼顾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综上，监事会同意上
述预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

需求等因素综合考量，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及长期稳定发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
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
增加，预计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将相应摊薄。

（二）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股票代码：603351 证券简称：威尔药业 公告编号：2020-031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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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 年一季度业绩预计亏损 5200

万元到 5600 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0 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00 万元到 -5200 万元。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770 万元到 -4370 万

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20.35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75.94 万元
（二）每股收益：-0.0286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内业绩亏损主要是由于企业复产复工时间延迟， 矿产金产销量小，导

致一季度亏损。 目前公司主要矿山已恢复正常生产。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0 年一季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1069 证券简称：西部黄金 编号：临 2020-021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一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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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徐渊先生因工作调动
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徐
渊先生辞职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其辞职报告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新任职工代表监事就任
之日起生效，在此期间，徐渊先生仍将继续履行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职责。

徐渊先生担任公司职工监事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 在此，公司及监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规范运作，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

与会的职工代表审议，选举丁洪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职工代表监事补选事宜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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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监事辞职及补选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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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四号———食品制造》
的相关要求，现将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
与行业相关的定期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
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7,841.65 万元，较去年同期 109,611.45

万元，增长 16.63%。 具体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按产品分项分
产品分项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情况（%）
面米制品 33,583.49 30,178.49 11.28
肉制品 33,825.54 29,026.12 16.53
鱼糜制品 49,730.77 41,078.31 21.06
菜肴制品 10,645.08 9,078.55 17.26
其他 56.77 249.98 -77.29
总计 127,841.65 109,611.45 16.63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按销售模式分
销售模式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情况（%）
经销商 97,172.55 83,898.63 15.82
商超 26,722.68 22,672.59 17.86
特通 2,925.90 2,564.68 14.08
电商 1,020.52 475.55 114.60
总计 127,841.65 109,611.45 16.63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按地区分部分
地区分部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情况（%）
东北地区 10,748.67 8,746.18 22.90
华北地区 12,566.14 11,374.23 10.48
华东地区 71,417.39 62,755.48 13.80

华南地区 12,492.57 10,536.44 18.57
华中地区 10,114.04 8,211.70 23.17
西北地区 2,472.88 1,784.86 38.55
西南地区 8,029.97 6,202.56 29.46
总计 127,841.65 109,611.45 16.63

说明：
1、2020 年第一季度其他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77.29%， 主要系出售材料收入减少

所致。
2、2020 年第一季度电商营业收入 1,020.52 万元，同比增长 114.60%，主要系京

东自营、每日优鲜、天猫旗舰店三个平台销售增长所致。
3、2020 年第一季度西北地区营业收入 2,472.88 万元，同比增长 38.55%，主要系

西北地区销售收入基数较小，从而涨幅较大。
二、报告期经销商变动情况
2020 年公司实施“BC 兼顾、双轮驱动”的渠道及产品策略，即 B 端和 C 端同步

发力；加大各类超市、生鲜门店、社区团购、电商平台的渠道开发；在去年重点开发
BC 超市经销商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此类渠道的开发力度。

2020 年第一季度经销商数量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家

分地区 期初数量 本期增加数量 本期减少数量 期末数量 期末数量比期初数
量增减（%）

东北地区 70 6 0 76 8.57
华北地区 75 11 0 86 14.67
华东地区 293 9 2 300 2.39
华南地区 67 9 0 76 13.43
华中地区 81 3 0 84 3.70
西北地区 28 3 0 31 10.71
西南地区 68 14 1 81 19.12
合计 682 55 3 734 7.62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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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与行业相关的定期经营数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