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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在东阿阿胶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东阿阿胶

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

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东阿阿胶、上市公司 指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投资、收购人 指 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系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华润东阿阿胶、一致行动人 指 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系东阿阿胶控股股东、华润医药投资一致行动人

华润医药控股 指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系华润医药投资控股股东

中国华润 指 中国华润有限公司，系华润医药投资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证券、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德勤 指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华润医药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上市公司东阿

阿胶股份1,396,2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21%），导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30%股份的行为

收购报告书、报告书、 指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摘要、本摘要、本报告书摘要、本

报告书摘要

指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摘要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

公司名称： 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粤海街道）中心路3333号中铁南方总部大厦801、802室-D区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3年7月4日

法定代表人： 王春城

控股股东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50496711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七道016号德维森研发中心3层305-2

邮政编码： 518001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与企业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营销策划；企业

形象策划；投资管理及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企业管理策划；从事进出口业

务和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经营期限： 永久存续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本次收购前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2、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介绍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华润医药投资的控股股东为华润医药控股，华润医药控股持有华润医药投资100%的股份。华润医药投

资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

（1）华润医药控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99号汇龙森科技园2幢B123室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7年03月22日

法定代表人： 王春城

控股股东： 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华润医药控股100%股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668C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二）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

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务： 1、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的企业从国内外

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

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2、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

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3、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

支持、员工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4、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

（三）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

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四）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

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五）承接其母公司和关联公司的服务外

包业务。（六）允许投资性公司承接境外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七）受所投资企业的书面

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开展下列业务：1、在国内外市场以经销的方式销售其所投资企

业生产的产品；2、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运输、仓储等综合服务。（八）以代理、经销或设立出

口采购机构（包括内部机构）的方式出口境内商品，并可按有关规定办理出口退税；（九）

购买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系统集成后在国内外销售，如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不能

完全满足系统集成需要，允许其在国内外采购系统集成配套产品，但所购买的系统集成配

套产品的价值不应超过系统集成所需全部产品价值的百分之五十；（十）为其所投资企业

的产品的国内经销商、代理商以及与投资性公司、其母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签有技术转让协

议的国内公司、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十一）在其所投资企业投产前或其所投资企

业新产品投产前，为进行产品市场开发，允许投资性公司从其母公司进口与其所投资企业

生产产品相关的母公司产品在国内试销；（十二）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机器和办公设备的

经营性租赁服务，或依法设立经营性租赁公司；（十三）为其进口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十

四）参与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中国企业的境外工程承包；（十五）在国内销售（不含零

售）投资性公司进口的母公司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自2007年03月22日至2057年03月21日

（2）中国华润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27楼

注册资本： 1,9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86年12月31日

法定代表人： 傅育宁

控股股东： 国务院国资委（持有100%股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5538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房地产投资；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投资；银行、信托、保险、基金等领域的投资

与资产管理；半导体应用、生物工程、节能环保等高科技产业项目投资、研发；医院投资、医

院管理；组织子企业开展医疗器械、药品的生产、销售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食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自1986年12月31日至长期

3、收购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主要企业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除华润医药投资外，华润医药控股主要的控股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药品的开发、转让、服务；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和原

材料的进口业务；自产产品的出口（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预包装食

品（不含复热）的批发；化妆品及一类医疗器械的

开发、销售。

97,890 63.60%

4、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有单位及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华润创业有限公司 1美元

华润集团（华创）有限

公司

（100%）

消费品服务。

2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

公司

（0836.HK）

100亿港元

华润集团(电力)有限

公司(62.93%)

于中国投资、开发、经营及管理电厂及煤矿。

3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1109.HK)

8亿港元

CRH�(Land)�Limited���

(61.23%)

于中国发展销售物业、物业投资及管理、酒店

经营及提供建筑、装修服务及其它物业发展

相关服务。

4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

公司（1313.HK）

10亿港元

华润集团(水泥)有限

公司 (73.35%)

于中国及香港生产及销售水泥、孰料及混凝

土。

5

华润燃气控股有限

公司（1193.HK）

10亿港元

华润集团(燃气)有限

公司(63.30%)

下游城市燃气分销业务，包括管道天然气分

销及天然气加气站业务及燃气器具销售。

6

华润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3320.HK）

9.1亿港元

华润集团(医药)有限

公司(53.04%)

于中国从事研发、制造、分销及零售种类繁多

的医药及其它营养保健品。

7

华润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

1亿港元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100%）

投资控股。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1、主要业务情况

华润医药投资于2003年7月4日成立，经营范围为：企业投资管理与企业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

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投资管理及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企业管理策划；从事进出口业务和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华润医药投资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

人

1

华润医药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

销售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

素、生化药品、化学原料药、生物制品、体外

诊断试剂、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含

小包装原料药、 小包装麻黄素原料、 罂粟

壳）、第二类精神药品（含原料药）、医疗用

毒性药品 （西药品种不含A型肉毒毒素、中

药饮片）、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保健

食品、营养补剂、医疗器械、计生用品、包装

食品；货物包装托运（仅限分公司经营）；普

通货物运输；冷藏保温运输；销售百货、化妆

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家

用电器、制药机械设备、办公用品、办公设

备、家具；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仓储装卸服务；展览、展示；医

院药库管理服务；会议服务；设计、制作、代

理、 发布广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519,170.3356 11.33% 李向明

2

华润东阿阿胶有

限公司

阿胶系列产品的研发； 投资管理。（以上经

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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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77.1675 56.62% 王春城

3

深圳三九医院有

限公司

负责建设、管理深圳三九医院。 49,811.00 17.11% 单国心

4

无锡惠润药业有

限公司

一类新药研发、科技开发及咨询；利用自有

资金对外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进出口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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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100.00% 张晶

5

北京医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销售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

素、生化药品、医疗器械（Ⅱ、Ⅲ）、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自有房屋出

租（产权证号：京房权证西字第200037号，规

划用途：办公）。(该企业于2011年6月30日由

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232,000.00 51.00% 王春城

6

华润生物医药

（深圳）有限公

司

生物医药科技研发及相关咨询服务；投资兴

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市场营销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含专

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以

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

5,000.00 100.00% 殷惠军

7

华润医药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汕

头）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资金 （不得从事证券投

资；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

动； 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

权投资；投资兴办实业；投资咨询。

1,000.00 100.00% 李国辉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总资产 9,674,106.49 8,671,286.11 8,010,907.95

净资产 1,928,846.30 1,866,641.38 1,511,779.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73,942.36 319,317.98 179,225.49

资产负债率 80.06% 78.47% 81.13%

财务指标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12,531,874.50 10,999,380.29 9,990,191.90

利润总额 554,140.42 564,699.22 415,357.68

净利润 423,657.90 433,535.95 325,733.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2,766.46 136,824.26 82,872.59

净资产收益率 21.96% 23.23% 21.55%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的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之董事、监事及高管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王春城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无

宋清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李向明 董事、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方明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李国辉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中国-香港

陶然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前述人员最近5年之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

要情况以及持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简要情况

1、收购人华润医药投资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除东阿阿胶外，华润医药投资还通过控股子公司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华润双鹤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59.99%股份，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上市公司名称 简称、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华润双鹤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华润双鹤（600062.

SH）

通过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59.99%

药品开发、制造与销售

除上述情况外，收购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及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形。

2、收购人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在其他上市公司控制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除东阿阿胶外，收购人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控制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

号

上市公司名称 简称、证券代码 持有单位及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华润置地有限

公司

华润置地（1109.

HK）

CRH�(Land)�Limited����������

(61.23%)

公司主要业务为于中国销售已发展物业、物

业投资及管理、酒店经营及提供建筑和装修

服务等。

2

华润啤酒(控股)

有限公司

华润啤酒（0291.

HK）

华润集团(啤酒)有限公司

(51.67%)

公司核心业务为制造、销售及分销啤酒产品。

3

华润电力控股

有限公司

华润电力（0836.

HK）

华润集团(电力)有限公司

(62.93%)

公司主要在中国投资、开发、经营及管理电厂

及煤矿。

4

华润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3320.

HK）

华润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53.04%)

集团从事研发、制造、分销及零售种类繁多的

医药及其他保健产品。集团主要经营制药业

务、医药分销和药品零售。

5

华润三九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三九（000999.

SZ）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63.60%)

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

相关的健康服务，主营核心业务定位于OTC

和中药处方药。

6

华润双鹤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双鹤（600062.

SH）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59.99%）

公司是华润集团医药板块化学药平台支柱企

业，主要从事药品开发、制造和销售。

7

华润燃气控股

有限公司

华润燃气（1193.

HK）

华润集团(燃气)有限公司

（63.30%）

下游城市燃气分销业务，包括管道天然气分

销及天然气加气站业务及燃气器具销售。

8

华润水泥控股

有限公司

华润水泥控股

（1313.HK）

华润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73.35%）

于中国及香港生产及销售水泥、孰料及混凝

土。

9

华润凤凰医疗

控股有限公司

华润凤凰医疗

（1515.HK）

华润集团(凤凰医疗)有限

公司（35.70%）

公司在中国内地从事提供综合医院服务及医

院管理服务。

10

大同机械企业

有限公司

大同机械（0118.

HK）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23.66%）

公司主要从事机械制造、塑胶加工产品制造、

印刷路线版加工及贸易及工业消耗品贸易之

业务。

11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002736.

SZ）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25.15%）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

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金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股票

期权做市。

12

重庆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燃气(600917.

CH)

华润燃气（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22.49%）

经营范围：燃气供应、输、储、配、销售及管网

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销售、管理及技术

咨询（凭相应资质和许可经营），区域供热、

供冷、热电联产的供应；燃气高新技术开发，

管材防腐加工，燃气具销售。自备货车经国家

铁路过轨运输（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及期限

从事经营），代办货物运输（不含水路和航空

货物运输代理），代办货物储存（不含危险化

学品）；货物进出口。（经营范围涉及许可、审

批经营的，须办理相应许可、审批手续后方可

经营）

13

中国唐商控股

有限公司

中国唐商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6.19%）

公司主要从事展览相关业务、物业分组租、发

展及投资业务、餐饮及放债业务。

14

Scales�

Corporation�

Limited

SCL.NZ

华润五丰有限公司

（15.38%）

公司主要从事物流服务、种植苹果、出口产

品，为集团内公司提供保险服务并营运仓储

和加工设施。

15

New�Zealand�

King�Salmon�

Investments�

Limited

NZK.NZ，NZK.AX

华润五丰有限公司

（9.99%）

公司主要从事养殖、加工和销售优质鲑鱼产

品。

16 Comvita�Limited CVT.NZ

华润五丰有限公司

（10.12%）

公司主要业务为制造和营销质量天然保健品

和蜂房所有权和管理。

除上述情况外，中国华润不存在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及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形。

3、中国华润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华润医药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持有或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

构5%以上股份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

人

1

珠海华润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

的金融业务（具体按B0199H244040001�

号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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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12

月

563,783.72万人民

币

75.33% 刘晓勇

2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 托；有

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

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

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

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

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

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

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

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

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

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1982年8月 600,000万人民币 51.00% 刘晓勇

3

华润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为投

保人拟定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

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

行索赔；再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

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资

讯服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003年10

月

5,000万人民币 100% 孟扬

4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

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

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金

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股票

期权做市。

1994年6月 820,000万人民币 25.15% 何如

5

百色右江华润

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吸引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借记卡业

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

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2012年3月 10,000万人民币 51% 刘衍升

6

德庆华润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借记

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

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

2011年8月 10,000万人民币 51% 胡立純

7

华润租赁有限

公司

1、融资租赁业务；2、租赁业务；3、向国

内外购买租赁财产；4、租赁财产的残

值处理及维修；5、租赁交易咨询和担

保；批发Ⅲ 、Ⅱ类：医用光学器具、仪器

及内窥镜设备；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

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医用磁共振

设备；医用X射线设备；临床检验分析

仪器Ⅱ类：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非银行

融资类）

2006年6月 2.58亿美元 100% 陈向军

8

润星财务有限

公司

贷款融资 2013年9月

已发行股份数为1,

000,000股

100% 不适用

二、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

公司名称： 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黄河路南黄山路东（黄河路16号）

注册资本： 42,277.1675万元

成立日期： 2004年12月9日

法定代表人： 王春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500769732315P

股东

华润医药投资持股56.62%，昌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5.38%，聊城市东元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持股1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黄河路南黄山路东（黄河路16号）

邮政编码： 252000

联系电话： 13869530980

经营范围：

阿胶系列产品的研发；投资管理（（以上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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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自2004年12月09日至长期

（二）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本次收购前一致行动人股权控制关系

2、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介绍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华润东阿阿胶的控股股东为华润医药投资，华润医药投资持有华润东阿阿胶56.62%的股份。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中国华润。

华润东阿阿胶的控股股东华润医药投资的基本情况详见本摘要“第一节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之“一、收购人基本情

况” 之“（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的基本情况详见本摘要“第一节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之“一、收

购人基本情况” 之“（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之“2、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介绍” 之“（2）中国华润的基本

情况” 。

3、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主要企业

除华润东阿阿胶外，华润医药投资控制的主要公司情况请参见本摘要“第一节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之“一、收购人的

基本情况” 之“（三）收购人主要业务、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

（三）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1、主要业务情况

华润东阿阿胶成立于2004年12月，股东为聊城国资委、华润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阿胶系列产品的研发；投资管理。华

润东阿阿胶是华润医药投资旗下东阿阿胶的持股平台。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除东阿阿胶外，华润东阿阿胶无其他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总资产 1,009,593.40 874,480.31 758,389.45

净资产 853,241.99 721,872.89 615,154.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08,068.53 175,877.33 149,441.86

资产负债率 15.49% 17.45% 18.89%

财务指标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631,713.53 544,966.32 400,901.05

利润总额 219,684.32 192,815.57 161,090.34

净利润 185,580.13 163,878.36 136,984.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2,935.53 37,702.90 31,357.97

净资产收益率 21.75% 22.70% 22.27%

（四）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内的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

（五）一致行动人之董事、监事及高管的基本情况

姓名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王春城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无

方明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唐娜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无

秦玉峰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岳晓华 董事兼总经理 女 中国 中国 无

王立志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徐炳华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吴峻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岳虎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章瑾 监事 女 中国 中国 无

李世忠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前述人员最近5年之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及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以及持有其他金融机

构5%以上股权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华润东阿阿胶除持有东阿阿胶23.14%的股份以外，不存在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

及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形。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华润东阿阿胶控股股东华润医药投资、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投资在境内、境外

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及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形以及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详见本摘要“第一节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之“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之“（六）收购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以及持有其

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简要情况” 。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及一致行动安排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华润医药投资系本次收购的一致行动人华润东阿阿胶的控股股东，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

定，收购人与一致行动人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互为一致行动人。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如下：

第二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及未来变动计划

（一）本次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有利于巩固国有股东对于旗下上市公司的管控和决策力、维护企业长期战略稳定、更好地发挥华润集团整体优势

和协同效应，提升东阿阿胶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实现国有资产和股东价值的保值增值。

（二）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划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东阿阿胶股份的计划， 但是不排除因公司业务发展及战略需要

进行必要的整合或资本运作而导致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东阿阿胶的权益发生变动的情形。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在法定期限内不会减持所持有的东阿阿胶股票。若发生上述权益变动之事项，华润医药投资及华润东阿阿胶将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7年8月16日，华润医药投资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批准同意由华润医药投资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东阿阿胶股份。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

上市公司名称：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种类：流通A股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量：654,021,537股（流通A）

二、收购人本次收购情况

本次收购前，华润医药投资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43,475,0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65%。一致行动人华润东阿阿胶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为151,351,7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14%，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华润医药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华润东阿

阿胶共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194,826,7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79%。

2018年2月9日，收购人华润医药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上市公司股份1,396,28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0.21%。

本次收购完成后，华润医药投资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44,871,3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86%。本次收购完成后，华润

医药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华润东阿阿胶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196,223,0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0.00%。

三、本次收购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或收购价款之外其他补偿安排的情况

本次收购人所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均为流通A股，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也不存在除支付收购价款之外

其他补偿安排的情形。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收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华润医药投资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东阿阿胶股票所涉及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华润医药投资的合法自有资金， 不存在利用

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东阿阿胶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股份涉及的资金总额

本次华润医药投资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东阿阿胶1,396,280股， 交易价格区间为59.52元/股-59.98元/股， 涉及资金总额为83,

492,262.52元。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

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证券代码：000948� � �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2018-009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天信息"或"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暨受托管理控股股东南

天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云南电子设备厂）所持公司股份的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工投集

团"）的通知，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筹划与工投集团相关的重大事项。该事项与南天信

息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且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南天信息，证券代码：000948）自2018年2月23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限预计不超过

10个交易日。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继续停牌或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

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73� � � �证券简称：当代东方 公告编号：2018-015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股票将于2018�年2�月23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2、本次收购资产事项目前已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公司还需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并与交易对方签署《股权收

购协议》。

3、本次收购资产事项存在最终因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而无法签署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的风险。

4、本次收购资产事项涉及关联交易，需待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一定审批

风险。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购买资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二级市场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9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相关规定，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当代东方"，证券代码000673）自2018年2月2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2018年2月9日，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2018-013）。

2018年2月2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将威"）与霍尔果斯当代陆玖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陆玖"或"标的公司"）及其少数股东井冈山市星光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井冈山星光"）签署了

《关于霍尔果斯当代陆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盟将威拟收购当代陆玖49%股权，根

据本协议的约定，标的公司100%股权的预估值为5-6亿元人民币，最终以评估报告为准。

由于本次交易对方井冈山星光为公司关联法人，具体关联关系为：公司副总经理郭秉刚持有井冈山星光100%股权，因此本

次收购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待标的公司相关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出具后，公司将召

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收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8�年2�月23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2日

东方永熙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8-02-22

公告送出日期：2018-02-23

基金名称 东方永熙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永熙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390000

基金主代码 003530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20000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205,059,413.12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永熙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A 东方永熙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C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530 003531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资产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202,512,258.81 2,547,154.31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1.0127 1.0080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6年12月27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2月23日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8-02-22

公告送出日期：2018-02-23

基金名称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390000

基金主代码 003324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100000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584,025,480.95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A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C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324 003325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资产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498,861,955.61 85,163,525.34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1.0367 1.0313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6年11月2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2月23日

【G32018SH1000036】 上海天艺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9%股权 817799.89 649771.29

注册资本：28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艺术表演场馆管理。

188433.6748

【GR2018SH1000028-2】

中智江苏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一辆苏

A1D8R8奥迪A4L小轿车）

详见交易所网站 20.6600

【G32018SH1000001】 武汉昭润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2117.41 1917.41

注册资本：1916.9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建材经营销售，设备租赁，房屋租赁，仓储服务，保

洁服务，小型房屋维修 。

1917.4100

【G32018SH1000033】

铜陵三佳山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200万股股份（占

总股本的18.33％)

15885.63 12810.22

注册资本：1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半导体制造设备、零部件以及附属部件，半导体制造用模具、零

部件以及附属部件，引线框架模具、零部件以及附属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半导体设

备设计及相关技术服务。

2348.1200

【G32018SH1000031】 上海汇伦生命科技有限公司10.5877%股权 100669.58 90424.11

注册资本：7209.65�万元

经营范围：化学类医药产品、食品的研究、开发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化学原料及产品、医药中间体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9632.7000

G32018SH1000043-0 镇江新今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42-0 上海弘鹄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40-0 南京晨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45.5772%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8SH1000008 上海浦东新区张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25.154%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8SH1000005

上海通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交通路2403号商铺房

产之项目公司）100%股权和全部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8SH1000004

上海山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南路1569号第

1-4层办公楼之项目公司）100%股权和全部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8SH1000003

上海现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襄阳南路218号第6层

办公楼之项目公司）100%股权和全部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8SH1000002

上海桂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桂平路218弄18号花园

住宅之项目公司）100%股权和全部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推介

上海捷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核心资产包含专利及自贸区内房产，公司已取得“活肤因子”发明专利，并注册艾德娜品牌生产，即“艾德娜rh-aFGF生物细胞生长因子” 。aFGF对生物体内部的血管、神经细胞的损伤有着修复作用，对于表

皮细胞的损伤也具有治疗修复效果，同时对于祛除老皮细胞、促进新皮细胞生长有明显效果。产品可用于术后伤口愈合、器官移植等。房产位于国际商贸大厦第17层整层（共19层），共14间，共计1388.43平米，每间具有中央空调及独立的卫生间。国际商贸大

厦坐落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内（5号门），目前，上海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正在酝酿中，该大厦将直接受益，前景无限。

标的转让底价6000万元，如希望拆分资产转让，具体细节面议，有意者请联系股权一部万经理、张经理，电话021-62657272-324、021-62657272-181。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主要资产为旗下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及公司名下商业用地。该酒店坐落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对面，占地面积219311㎡。

酒店内设五星级酒店标准客房、会议中心、会所和五栋独立式别墅客房组成，同时配备了恒温游泳池、网球场、高尔夫练习馆等健身设施。

酒店经营情况良好，合作方式包括不限于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 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奇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公司主要资产为自有资金建设的综合楼一幢，位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对面，土地证面积4841.14㎡、建筑面积8072.72㎡，共6层商业用房，已办产权证。

主要从事武当山周边园林绿化工程建设项目及为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提供内外景观、山体园林绿化；为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员工提供餐饮、住宿、用房租赁服务；为外单位提供办公、住宿租赁服务等。

合作方式：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等。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 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融资项目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29日，经营范围：殡仪服务、墓穴销售、殡葬用品销售。

该项目计划总用地面积565.6亩，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墓穴69327个，期限20年，每年纪念堂500场次，5000元/场次；餐饮25000人次，20元/人次；墓穴3300个，15000元/个；其他2000人次，100元/人次。每年营业收入5270万元。

现拟申请融资9000万元，公司股份作质押，资金使用期限六年。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 王悦 021-62657272-171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转让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近年来每年总产值在2亿元左右且每年有20%的提升。公司团队已超过500人，包含总部职工250人和一支300余人的监理队伍。公司主要运营核心人员稳定，年富力强，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运营中心、投标中心、核算中心、研发中心

四大中心支撑起公司管理体系架构。招标代理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四大板块业务齐头并进，采用部门经理负责制结合项目经理负责制的运作模式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技术咨询服务。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 王悦 021-62657272-17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推介

本市核心区域淮海中路（近常熟路）商办、住宅100%股权转让项目（2宗“申汇房地产”项目打包转让），项目信息详见www.suaee.com，或联系股权一部万经理，电话6265727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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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GR2018SH1000015-2】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静安区江宁

路373号G层C室房产）

建筑面积135.96平方米 761.0000

【G32018SH1000041】 四川明星水电建设有限公司20.4%股权 855.24 565.02

注册资本：1816.77�万元

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贰级，销售：五金、交电、钢材、建筑材料。

115.2641

【Q318SH1014787】 上海南汇立达铸造有限公司41%股权 20197.29 6788.89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各类铸造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2783.4458

【G32017SH1000572-2】 上海润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0%股权 81000.00

注册资本：2135.42�万元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设计、制作、发布及代理各类广告，会议及展览服

务，摄影摄像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公关活动策划，文化办公用品销售，电视节目制

作、发行。

9119.0000

【G32018SH1000039】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33.409%股权 58100.00

注册资本：14666.67�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1351.6900

【G32018SH1000038】 国药控股煜嘉投资有限公司19%股权 24366.66 23010.83

注册资本：26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二）受其所投资企业

的书面委托，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务：1、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的企业从国内

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

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2、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

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3、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

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4、协助其

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三）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从

事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四）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

资政策等咨询服务；（五）承接其母公司和关联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六）医院管

理系统软件和配套硬件的开发、设计、制作、系统集成、销售；医疗器械的批发、进出

口及佣金代理，并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和技术咨询服务，医疗信息咨询。

4436.8904

【Q318SH1014786】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1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

的0.0578%）

注册资本：173009.51�万元

经营范围：电池、充电器、超级电容器、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储能产品、风光储能

产品、储能电子元器件的原材料、元器件、半成品、产成品、生产设备、仪器、配套产

品的研制、生产、销售、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转让、工程承揽业务和进出口业务；太

阳能电站项目的开发、设计、管理、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自有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及电池相关设备的租赁业务；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850.0000

【Q318SH1014780-2】 上海青莲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36%股权 1463.00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各类商品拍卖，商务咨询。

474.3000

【Q318SH1014779-2】 上海青莲阁典当有限公司80.5%股权 6166.32 3796.63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动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限额

内绝当物品的变卖；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商务部依法批准的其他典当业务。

3576.5910

【GR2017SH1000742-2】

宁夏天净冶金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固定资产及无形

资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10794.5640

【GR2018SH100009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庆阳石化分公司部分

资产（西安市糜家桥小区三套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1143.0000

【TR2018SH1000002】 西安市雁塔区糜家桥小区17幢1611室房产 建筑面积 135.05平方米 78.0000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部

分资产17辆车

详见交易所网站 99.6693

上海市邮政公司7套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2121.0000

【G32018SH1000004】 广东港湾工程有限公司35%股权 2598.29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航道工程专业承包（上述项目凭资质证经

营），船舶及机械设备租赁、工程技术咨询。

1038.0000

【G32017SH1000229-3】 无锡惠润药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10398.92 10371.51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类新药研发、科技开发及咨询；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10371.5100

【G32018SH1000037】

上海幸福瑞贝德动力总成有限公司100%股权及上海

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对上海幸福瑞贝德动力总成有

限公司的部分债权

2612.73 252.18

注册资本：2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再制造发动机、再制造变速箱、汽车配件、变速箱的生产，发动机缸体、缸

盖的加工，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安装，钢结构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125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