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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产品列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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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24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披露了《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产品列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10号）,�具体内容详见《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 现根据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的要求，就上述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1、海正药业新纳入品种

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

注册

分类

适应症 同类药品市场状况

2016

年销售额（万

元）

1

腺苷蛋氨酸

口服常释

剂

化药第

6

类

治疗肝硬化前和肝

硬化所致肝内胆汁

郁积、妊娠期肝内胆

汁郁积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显示，目

前国内有

2

家企业上市销售丁二磺酸腺苷蛋氨

酸产品。

IMS

数据库显示， 该药品在中国

2015

年销售额约为

7480.5

万美元。

国外生产该药品的主要厂商包括

Abbott

、

BGP Products

、

Pharmavite

、

Veropharm

、

Sun

Pharma

等，

2015

年全球销售额约为

1.85

亿美

元。 （数据来源：

IMS

数据库）

1,356

2

环丝氨酸

口服常释

剂

化药第

3.1

类

抗结核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显示，目

前国内有

1

家企业上市销售环丝氨酸胶囊。

IMS

数据库显示，该药品在中国

2015

年销售额

约为

113.3

万美元。

国外生产该药品的主要厂商包括

The

Chao Center

、

Atoll

、

Pharmasyntez Irkut

、

Macleods

等，

2015

年全球销售额约为

1904

万美

元。 （数据来源：

IMS

数据库）

1,220

3

达托霉素 注射剂 化药第

6

类

复杂性皮肤及软组

织感染、金黄色葡萄

球菌（包括甲氧西林

敏感和甲氧西林耐

药）血流感染（菌血

症），以及伴发的右

侧感染性心内膜炎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显示，目

前国内有

3

家企业上市销售注射用达托霉素。

IMS

数据库显示，该药品在中国

2015

年销售额

约为

88.1

万美元。

国外生产该药品的主要厂商包括

Merck

、

Novartis

、

Cubist

等，

2015

年全球销售额约为

12.9

亿美元。 （数据来源：

IMS

数据库）

1,398

4

重组人

Ⅱ

型肿瘤

坏死因子受体

-

抗体融合蛋白

注射剂

生物制品

第

7

类

中度及重度活动性

类风湿关节炎、中度

至重度斑块状银屑

病、活动性强直性脊

柱炎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显示，目

前国内有

3

家企业上市销售注射用重组人

Ⅱ

型

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

抗体融合蛋白。

IMS

数据

库显示， 该药品在中国

2015

年销售额约为

7324.1

万美元。

国外生产该药品的主要厂商包括

Amgen

、

Pfizer

、

Wyeth

等，

2015

年全球销售额约为

95.25

亿美元。 （数据来源：

IMS

数据库）

2,848

2、海正辉瑞新纳入品种

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

注册

分类

适应症 同类药品市场状况

2016

年销售额（万

元）

1

氨氯地平阿托伐

他汀

口服常释

剂

化药第

3.2

类

适用于需氨氯地平

和阿托伐他汀联合

治疗的患者（需氨氯

地平：高血压、冠心

病；阿托伐他汀：高

胆固醇血症、冠心

病）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显示，目

前国内没有企业上市销售氨氯地平阿托伐他

汀钙片。

IMS

数据库显示， 该药品在中国

2015

年销售额约为

2088.5

万美元。 国外生产该药品

的主要厂商包括

Pfizer

、

Dr. Reddy

、

Mylan

、

Greenstone

等，

2015

年全球销售额约为

3.44

亿美

元。 （数据来源：

IMS

数据库）

31,650

2

伊达比星 注射剂 化药第

4

类

静注对急性非淋巴

性白血病、急性淋巴

细胞性白血病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显示，目

前国内有

2

家企业上市销售注射用盐酸伊达比

星。

IMS

数据库显示， 该药品在中国

2015

年销

售额约为

1919.6

万美元。

国外生产该药品的主要厂商包括

Pfizer

、

Pharmacia

、

Teva

、

Nevzat

等，

2015

年全球销售额

约为

4691.4

万美元。 （数据来源：

IMS

数据库）

12,017

3

替加环素 注射剂 化药第

6

类

复杂性皮肤软组织

感染、复杂性腹腔内

感染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显示，目

前国内有

5

家企业上市销售注射用替加环素。

IMS

数据库显示，该药品在中国

2015

年销售额

约为

3978.1

万美元。

国外生产该药品的主要厂商包括

Pfizer

、

Wyeth

、

Abbott

、

Natco

等，

2015

年全球销售额约

为

2.84

亿美元。 （数据来源：

IMS

数据库）

12,000

以上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将有利于产品的销售，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暂无法估计，

短期不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85� � �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17-011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2,140,218,732.93 1,536,458,479.12 39.30

营业利润

68,565,389.00 27,520,401.73 149.14

利润总额

70,061,301.81 27,642,269.88 15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717,901.38 21,910,761.17 3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45 0.0391 13.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2.73% -0.8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895,490,589.07 1,193,262,504.63 5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07,363,700.35 813,770,448.31 60.66

股本

689,442,857.00 560,000,000.00 2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90 1.45 31.03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4,021.87�万元，同比增长 39.30%；利润总 额7,006.13� 万

元，同比增长153.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71.79�万 元，同比增长 35.63%。 业绩

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从主营业务收入产品行业分析， 公司不锈钢业务板块2016年继续快速增

长， 2016�年不锈钢贸易收入达到 184,194.72� 万元，不锈钢业务收入已成为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状况良好。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为189,549.06万元、130,

736.37万元，比年初分别增长58.85%、60.66%。

3.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项目分析。

①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214,021.87� 万元，同比增长 39.30%，系公司不锈钢业务板块业务

快速增长所致。

②报告期内营业利润6,856.54万元、利润总额7,006.1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

971.79万元，分别同比增长149.14%、153.46%、35.63%，系公司不锈钢板块业务同比增长影响所

致。

③报告期内总资产189,549.0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30,736.37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90元，分别同比增长58.85%、60.66%、31.03%，系公司报告期

非公开发行股票影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0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6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 中预计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为2,191.08万元至

3,067.51万元，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0.00%至40.00%， 公司本次业

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213� � � �证券简称：特尔佳 公告编号：2017-005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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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50,680,471.06 188,020,158.47 -19.86

营业利润

7,960,179.85 12,433,790.27 -35.98

利润总额

10,259,868.26 12,356,407.28 -1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96,272.08 10,922,537.47 -26.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0.0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26% 3.15%

下降

0.8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440,184,563.81 440,315,739.27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7,940,630.51 349,944,358.43 2.29

股 本

206,000,000.00 206,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74 1.70 2.35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068.05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9.86%； 营业利润796.02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5.98%；利润总额1,025.9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9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799.6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6.79%。 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公司产品受国家新

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影响，本公司与传统能源汽车配套产品的销量持续出现下滑，导致公司

的营业收入下降，利润下降。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4,018.46万元，较期初下降0.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5,794.06万元，较期初增长2.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74元，较期初增

长2.35%，主要是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所致。

有关2016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2016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度

相比的变动幅度为-60%至-1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99.63万元，同比下降 26.79%，符合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范围。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0951� � �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2017—04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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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7年2月23日

收到公司董事于有德先生和宋其东先生的通知：于有德先生、宋其东先生均于当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金额

（元）

于有德 集中竞价交易

2017

年

2

月

23

日

15.7 29,800 467,862

宋其东 集中竞价交易

2017

年

2

月

23

日

15.7 29,680 465,976

合 计

- - 59,480 933,83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姓名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于有德

119,200

（注）

0.0178% 89,400 0.0133%

宋其东

118,720

（注）

0.0177% 89,040 0.0133%

合计

237,920 0.0355% 178,440 0.0266%

注：2015年12月1日和12月2日公司董事、董事长于有德先生和董事宋其东先生以自有资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分别购买本公司股票74,500股和74,200股 （2015年12月3日

已发出《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为人的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本公司股

票的公告》（2015-29）， 内容详见同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2015年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

增6股。 2016年5月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于有德先生由原持有本公司股票74,500股增至

119,200股，宋其东先生由原持有本公司股票74,200股增至118,720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

2、公司董事于有德先生和宋其东先生在本次减持前未做过有关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此

次减持本公司股票没有违反股份锁定承诺， 且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未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同时，上述人员承诺：本次减持不涉及敏感期交易、短线交易，且不存在下列情形：董监高

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

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董监高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备查文件

1、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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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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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满足日常资金周转，于2017年2月23

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十四次会议批准，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贷款人民币捌亿元整，期限为贰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

且本公司不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九章第五十

六条规定，公司可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

截止2017年2月23日，连续12个月内，本公司控股股东累计向本公司提供贷款总计金额为

人民币壹拾伍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32%。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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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光谷创意文化科技园有限公司

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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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80,000万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本次借款及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十四次会议和武汉光谷创意文化科

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于近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安慧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安慧支行"）签署《固定资产贷款合同》，本公司向建行安慧

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捌亿元（人民币80,000万元），期限3年，用于武汉光谷创意项目开发建

设。

武汉光谷创意文化科技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光谷创意"）将于近日与建行安慧支

行签署《抵押合同》，武汉光谷创意以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编号为P（2014）104号，以下简

称"武汉光谷创意地块"）及在建工程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武汉光谷创意地块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面积为82718.84平方米，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0,000万元。 上述抵押物产权清晰，不存

在其他抵押、质押及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十四次会议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本公司董事共9人，全部参

与表决，并一致通过上述借款及担保事项。 鉴于本公司2016年5月25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

大会已审议通过北辰实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公告编号：

临2016-023)，上述担保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武汉光谷创意董事会审议并通过

了上述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法定代表人：贺江川

注册资本：人民币336,702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出租写字间、公寓、客房；住宿服务；房地产开发、建设、物业购置及

商品房销售；承接国际国内会议、出租展览场地及设施、提供会务服务，出租出售批发零售商

业用、餐饮娱乐业用场地及设施。 商业零售（包括代销、寄售）：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金

银首饰、家具、字画、副食品、食品、粮油食品、汽车配件、宠物食品、电子计算机、公开发行的国

内版出版物，计生用品，防盗保险柜，摩托车，西药制剂，中成药，医疗器械、烟草（仅限零售）；

刻字服务；修理钟表，家用电器；验光配镜服务；饮食服务；健康咨询；出租、零售音像磁带制

品。 餐饮服务、文体娱乐服务（国家禁止的项目除外）；机械电器设备、激光、电子方面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安装，机械设备、清洗设备维修，日用品修理，美容美发，浴池

服务，摄录像服务，打字、复印类商务服务，仓储服务，信息咨询；机动车收费停车场；服装加

工。

担保人与被担保人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武汉光谷创意51%股权。

财务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本公司经审计总资产4,741,312.81万元， 总负债3,554,

424.08万元，净资产1,186,888.73万元，净利润63,533.64万元。 截至2016年9月30日，本公司未经

审计总资产6,029,748.46万元， 总负债4,815,233.88万元， 净资产1,214,514.58万元， 净利润42,

884.71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建行安慧支行签署《抵押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以P（2014）104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为前述借款提供抵押

担保；

2.担保范围：前述《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

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

3.担保金额：人民币80,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本公司在总部融资模式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本公司形成的担保，本

公司董事会认为，担保风险可控，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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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按照房地产经营惯例为银行向购房客户发放的抵押贷款提供阶段

性担保而形成的担保外，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498,700万元，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4.27%。 其中，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累计为

498,7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4.27%。 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无逾期

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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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北辰京华置业有限公司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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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62,800万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本次借款及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十四次会议和杭州北辰京华置业有

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于近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辰路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北辰路支行"）签署《借款合同》，本公司向北京银行北辰路支

行申请借款人民币陆亿贰仟捌佰万元（人民币62,800万元），期限3年，用于杭州北辰京华项目

开发建设。

杭州北辰京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北辰京华"）将于近日与北京银行北辰路支

行签署《抵押合同》，杭州北辰京华以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编号为【浙（2016）萧山区不

动产权第0012375号】，以下简称"杭州北辰京华地块"）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杭州北辰京

华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1,926平方米，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2,800万元。 上述抵押物产

权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的情况。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十四次会议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本公司董事共9人，全部参

与表决，并一致通过上述借款及担保事项。 鉴于本公司2016年5月25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

大会已审议通过北辰实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公告编号：

临2016-023)，上述担保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杭州北辰京华董事会审议并通过

了上述借款及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法定代表人：贺江川

注册资本：人民币336,702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出租写字间、公寓、客房；住宿服务；房地产开发、建设、物业购置及

商品房销售；承接国际国内会议、出租展览场地及设施、提供会务服务，出租出售批发零售商

业用、餐饮娱乐业用场地及设施。 商业零售（包括代销、寄售）：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金

银首饰、家具、字画、副食品、食品、粮油食品、汽车配件、宠物食品、电子计算机、公开发行的国

内版出版物，计生用品，防盗保险柜，摩托车，西药制剂，中成药，医疗器械、烟草（仅限零售）；

刻字服务；修理钟表，家用电器；验光配镜服务；饮食服务；健康咨询；出租、零售音像磁带制

品。 餐饮服务、文体娱乐服务（国家禁止的项目除外）；机械电器设备、激光、电子方面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安装，机械设备、清洗设备维修，日用品修理，美容美发，浴池

服务，摄录像服务，打字、复印类商务服务，仓储服务，信息咨询；机动车收费停车场；服装加

工。

担保人与被担保人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杭州北辰京华100%股权。

财务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本公司经审计总资产4,741,312.81万元， 总负债3,554,

424.08万元，净资产1,186,888.73万元，净利润63,533.64万元。 截至2016年9月30日，本公司未经

审计总资产6,029,748.46万元， 总负债4,815,233.88万元， 净资产1,214,514.58万元， 净利润42,

884.71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北京银行北辰路支行签署《抵押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4.担保方式：以浙（2016）萧山区不动产权第0012375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前述借

款提供抵押担保；

5.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3年；

6.担保金额：人民币62,8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本公司在总部融资模式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本公司形成的担保，本

公司董事会认为，担保风险可控，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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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按照房地产经营惯例为银行向购房客户发放的抵押贷款提供阶段

性担保而形成的担保外，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498,700万元，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4.27%。 其中，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累计为

498,7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4.27%。 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无逾期

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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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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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2月

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2月20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颖奇先生召集与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的

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如下事项：

同意《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2月2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预计继续

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内容

1、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

于2016年12月26日紧急停牌，并于2016年12月27日起连续停牌。 2017年1月10日发布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并开始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连续停牌；2017年1月26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2）公司重大资产的筹划背景和原因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要求，拟通过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公司注入优质资产，形成

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投资+消费"双主业经营格局，提高公司抵御宏观经济波动的能力，进一

步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和持续增长能力，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3）重组框架方案介绍

①标的资产的具体情况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为广东龙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昕科技"）。龙昕科技所属

行业类型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主要业务为客户提供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

及其表面处理解决方案。 龙昕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廖良茂先生。

②交易方式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龙昕科技100%的股权，同时募集配

套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构成借壳上市。

③与现有或潜在交易对方沟通、协商的情况

公司已与龙昕科技股东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但尚未签订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协议，同时，公

司正积极与交易对方协商相关事项。

④对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的具体情况

公司已组织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机构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

所等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等工作，上述中介机构于2016年12

月开始陆续进场开展相关工作，目前与重组有关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公司将在与相

关中介机构完成服务协议具体条款的协商后签订相关服务协议。

⑤本次重组是否需经有权部门事前审批以及目前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无需相关有权部门事前审批。

2、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所开展的主要工作

（1）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自公司股票2016年12月26日停牌起，公司及有关各方就本次重组交易事项进行了积极有

效的沟通，相关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等工作有序开展。 截至目前，中介机构正深入开展对上市

公司及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评估和审计等工作，公司及有关各方对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

项仍在进一步沟通中。

（2）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①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6年12月26日紧急停牌，并于2016年12月27日发布了《南京

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33）， 公司股票自

2016年12月27日开市起连续停牌；

②2016年12月31日，公司发布了《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6-037）；

③2017年1月10日，公司发布了《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02），确认公司拟进行的重大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

票自2016年12月26日开市起连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④2017年1月12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3），披露了截至2016年12月23日的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和股东总

人数；

⑤2017年1月26日， 公司发布了《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7-006），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月26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停

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⑥停牌期间，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3、继续停牌的必要性和理由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有关各

方仍需对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沟通和协商，重组方案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为确

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

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申请继续停牌。 有关各方

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2月2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继

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

书《草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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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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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于2016年12月26日紧急停牌，并于2016年12月27日起连续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并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确认该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

于2017年1月10日发布了《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02）。 2017年1月26日，公司发布了《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06），公司股票自2017年1月26日起继续停牌。上述停牌期间，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有关各

方仍需对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沟通和协商，重组方案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预计

无法在停牌后两个月内复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

引》的要求，公司于2017年2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2月27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现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内容说明

如下：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具体情况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为广东龙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昕科技"）。龙昕科技所属

行业类型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主要业务为客户提供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

及其表面处理解决方案。 龙昕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廖良茂先生。

（二）交易方式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龙昕科技100%的股权，同时募集配

套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构成借壳上市。

（三）与现有或潜在交易对方沟通、协商的情况

公司已与龙昕科技股东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但尚未签订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协议，同时，公

司正积极与交易对方协商相关事项。

（四）对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的具体情况

公司已组织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机构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

所等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等工作，上述中介机构于2016年12

月开始陆续进场开展相关工作，目前与重组有关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公司将在与相

关中介机构完成服务协议具体条款的协商后签订相关服务协议。

（五）本次重组是否需经有权部门事前审批以及目前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无需相关有权部门事前审批。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一）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自公司股票2016年12月26日停牌起，公司及有关各方就本次重组交易事项进行了积极有

效的沟通，相关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作有序开展。 截至目前，中介机构正深入开展对上市公

司及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评估和审计等工作，公司及有关各方对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

仍在进一步沟通中。

（二）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1）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6年12月26日紧急停牌，并于2016年12月27日发布了《南

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33）， 公司股票自

2016年12月27日开市起连续停牌；

（2）2016年12月31日，公司发布了《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6-037）；

（3）2017年1月10日，公司发布了《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02），确认公司拟进行的重大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

股票自2016年12月26日开市起连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4）2017年1月12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3），披露了截至2016年12月23日的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和股东总

人数；

（5）2017年1月26日，公司发布了《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7-006），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月26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停

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6）停牌期间，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有关各

方仍需对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沟通和协商，重组方案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为确

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

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申请继续停牌。 有关各方

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2月2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继

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

书《草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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