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03� � �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8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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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3,037,341.39 1,799,961.97 68.74

营业利润

78,453.39 64,265.88 22.08

利润总额

80,556.13 69,244.60 1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31.82 55,124.85 28.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31 0.3298 28.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6% 13.61% 1.5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541,969.52 1,276,429.45 2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19,781.36 431,207.92 20.54

股本

169,559.81 169,211.71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07 2.55 20.39

注：上表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037,341.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8.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70,731.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31%。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1、2017年公司通过并购、委托加工、释放新生产线产量与改造旧生产线等方式提高公司生产能力,不断

提升公司产品销量与市场占有率，实现公司铜加工材产品销量55.30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23.47%，使得公

司营业总收入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2、2017年公司主要原材料电解铜上海有色现货均价49,167元/吨，比上年同期上涨28.82%，使得公司

2017年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公司利用外汇远期、即期和套汇等衍生金融工具，有效控制汇率波动风险，减少汇兑损失。

（二）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541,969.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519,781.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54%。 主要原因为：

1、公司收购Luvata� Group下属三家子公司100%股权；

2、公司新建及改建生产线的产能释放，导致公司经营规模扩大；

3、报告期公司利润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10月3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17年度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2017年度

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20%～50%”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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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94� � �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9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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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633,483,377.28 501,699,305.99 26.27%

营业利润

-73,033,251.04 13,843,017.15 -627.58%

利润总额

-64,277,920.14 16,223,814.28 -49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1,331,019.18 15,065,173.52 -573.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 0.04 -5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4% 1.00% -4.6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670,296,590.66 2,525,667,009.63 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916,576,408.62 1,992,332,149.17 -3.80%

股本

385,560,818.00 385,560,81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4.97 5.17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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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33,483,377.2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27%；营业利润-73,033,251.04元、利

润总额-64,277,920.14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331,019.18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627.58%、

496.19%、573.48%、575.00%，主要原因为：公司子公司沧州华卓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华卓投资” ）参股公

司北京优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舍科技” ）对其未来的业绩预测，初步测算该项投资可回收金额低

于账面价值，依据谨慎性原则，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约8273.67万元减值准备，导致本报告期净利润亏

损，公司其他业务正常。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总资产为2,670,296,590.66元，同比增长5.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1,916,576,408.62元，同比减少3.80%；股本为385,560,818.00股，同比保持不变。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子公司华卓投资参股的优舍科技受到行业市场变化、业务整合不利等因素影响，初步测算该项投资可回

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的会计政策，公司需要在报告期末对长期股权进行减值。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快报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2017年年度报告为准。公司董事会

对本次业绩快报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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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18� � �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8-002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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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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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326,119,090.28 819,515,547.34 61.82%

营业利润

423,285,355.24 160,598,025.84 163.57%

利润总额

441,089,542.17 199,924,325.84 12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4,901,635.05 163,166,427.53 123.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 0.13 1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0% 5.20% 4.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8,885,615,737.58 6,633,834,594.08 3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123,291,975.23 3,743,268,487.45 10.15%

股本

1,280,759,826.00 1,280,759,82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22 2.92 10.27%

注：上述数据是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营业总收入较上期增加506,603,542.94元,增加幅度61.82%，主要系中成药OTC产品的销售收入、人

参产品销售收入较上期增加所致。

2、营业利润较上期增加262,687,329.40元，增加幅度163.57%；利润总额较上期增加241,165,216.33元，增

加幅度120.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期增加201,735,207.52元，增加幅度123.64%；基本每股收

益较上期增加0.15元，增加幅度115.38%；主要系中成药产品方面随着OTC产品市场的逐步展开，销售收入

增加；人参产品销售收入增加且毛利率较高的产品占人参销售收入比重较大所致。

3、总资产较期初增加2,251,781,143.50元，增加幅度33.94%，主要系报告期内存货增加、在建工程项目投

入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7年度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范围内，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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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34� � �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3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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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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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12

月

2016

年

1-12

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6,750.24 140,870.29 -24.22%

营业利润

-28,726.27 14,576.49 -297.07%

利润总额

-29,387.01 15,450.31 -29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32.64 15,378.98 -291.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7 0.51 -29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3.32% 16.13% -49.4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27,187.43 217,868.67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3,612.69 103,045.34 -28.56%

股 本（元）

302,046,632 302,046,632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44 3.41 -28.4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报告期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公司按照董事会年度部署，继续增加父母代种鸡养殖规模，同时积极进行商品鸡场建设工作，

报告期完成3座新场建设并投入使用，使得自养自宰环节更加匹配，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加安全优质的鸡肉

产品。

2017年度商品代鸡苗市场行情较差，由于鸡苗售价较低，公司产生较大亏损；在此情况下，董事长孙希

民和总经理孙宪法为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详见2017-022号《关于向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保

障了公司持续健康运行。

2、重要财务数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等指标同比均有较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是上期公司有较好盈利，本期主营产品商品代鸡苗市场行

情较差，鸡苗售价较低产生亏损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10月30日披露的《2017年三季度报告正文》中对2017年度

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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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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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20� � �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18-020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9,974.44 78,379.10 27.55%

营业利润

8,039.14 5,890.28 36.48%

利润总额

8,604.32 6,851.34 2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24.69 4,112.47 34.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0 0.07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3% 2.46% 0.77%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63,046.08 235,134.81 1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74,748.47 168,534.59 3.69%

股本（万股）

55,408.90 55,408.9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3.15 3.04 3.62%

注：1、上表数据按照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基本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按照《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的要求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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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9,974.44万元， 同比增长27.55%； 营业利润8,039.14万元， 同比增长

36.48%；实现利润总额8,604.32万元，同比增长25.5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24.69万元，同比

增长34.34%；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10元，同比增长42.86%。 公司营业利润增长原因主要为：（1）国内经济形势

好转，传统业务板块特别是磨床业务同比增长较多；（2）意大利MCM公司经战略调整后，营业利润较为稳

定。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总额为263,046.08万元，较年初增长11.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174,748.47万元，较年初增长3.69%。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10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网站上发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公

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10%至5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

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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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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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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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6]22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中小投资者对有关议案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即中小股东）是指除了下

列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2月27日下午15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公司办公大楼一

楼会议室。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上午9:30-11:

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下午15:00

至2018年2月2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因公司董事长黎立璋先生另有公务未能亲自出席和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曾兴富先生主持。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6人，代表股份784,079,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373,614,962

股）的57.081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751,350,6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6988％。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10人，代表股份32,729,1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827％。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5人，代表股份50,248,6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373,614,

962股）的3.658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17,519,5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754％。 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32,729,1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827％。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亲自出席

了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向各家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4,07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48,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在关联股东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733,831,151股不计入有效

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18年度公司与福建省三钢(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48,6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

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48,649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关系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关

系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关系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3.在关联股东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10,000,464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18年度公司与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4,079,3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

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

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48,185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关系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关

系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关系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4.�在关联股东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733,831,151股不计入有效

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18年度公司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的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48,6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

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

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48,649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关系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关

系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关系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5.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4,07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48,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蒋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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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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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简称：华森制药，证券代码：002907）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2018年2月23日、2018年2月26日、2018年2月27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相关情

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改、补充之处；

（二）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三）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六）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招股说明书》所披露的风险

公司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7-001） 中所列示的公司风险因素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关于风险的提示。

公司再次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1.药品价格下降风险

2015年6月1日前，国家对药品价格实行调控管理，对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基本医疗保障用药中的处方

药及生产经营具有垄断性的特殊药品制定了最高零售价。 根据《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904号），自2015年6月1日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原政府制定的药品价

格。 麻醉、第一类精神药品仍暂时由国家发改委实行最高出厂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管理。

随着国家药品价格改革及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未来药品的降价趋势仍将继续。 截至本招

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有17个品规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48个品规列入《国家医保目录》，其中，公

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威地美（铝碳酸镁片）、甘桔冰梅片、都梁软胶囊、痛泻宁颗粒和长松（聚乙二醇4000

散）均列入了《国家医保目录》。 药品价格下降将对公司的销售收入、盈利能力造成较大不利影响，公司存

在药品价格下降导致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2.主要产品不能进入国家及省级《医保目录》和《基本药物目录》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威地美（铝碳酸镁片）为《国家医保目录》乙类品种，并被增补为重庆、上海、

浙江、湖北、山东、江苏、广东、四川《基本药物目录》；甘桔冰梅片和都梁软胶囊均为《国家医保目录》乙类

品种，并被增补为重庆市《基本药物目录》；长松（聚乙二醇4000散）为《国家医保目录》甲类和《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品种；痛泻宁颗粒为《国家医保目录》乙类品种，并被增补为重庆市《基本药物目录》。随着国内

医保体系覆盖范围日趋广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络日趋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全面实施，医药产品

进入国家及省级医保目录和基本药物目录对其销售量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国家及省级医保目录和基本药

物目录会根据药品的使用情况在一定时间内进行调整， 公司产品如不能进入国家及省级医保目录和基本

药物目录，将对公司的产品在医院终端尤其是基层医院终端的销售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公司存在产

品不能进入国家及省级医保目录和基本药物目录导致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3.产品招投标风险

根据《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药品集中采购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我国实行以政

府为主导，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药品集中采购模式，实行统一组织、统一平台和统一监管。 基层医

疗机构、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等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须参加集

中采购。 药品集中采购由药品生产企业参与投标。 公司主要从事药物研发、生产和销售，主导产品参加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药品集中采购招标。 若未来公司产品在各省集中采购招投标中落标或中标价格大幅

下降，将影响发行人相关产品在当地的销售及收入情况。

4.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风险

针对国内仿制药重复建设、重复申请，市场恶性竞争，部分仿制药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的现状， 国务院于2015年8月9日下发的《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

号）提出，推进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按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

则，分期分批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致性评价"），力争2018年底前完成国家基本药物口服制剂

与参比制剂质量一致性评价。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办发

〔2016〕8号）的相关要求，公司取得的36个品规的化学药品口服固体制剂类药品注册批件须进行一致性评

价。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的主要产品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和长松（聚乙二醇4000散）须进行一致性评价。

其中，长松（聚乙二醇4000散）被国家食药总局列入《2018年底前须完成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种目录》（以

下简称"289品种目录"），根据相关规定，长松（聚乙二醇4000散）须于2018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 威地美

（铝碳酸镁片）未被列入289品种目录，尚未有明确的完成一致性评价的时限，但根据相关规定，威地美（铝

碳酸镁片）原则上应当自首家同类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在3年内完成一致性评价；逾期未完成的，不予

再注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和长松（聚乙二醇4000散）已启动一致性评价工

作。 威地美（铝碳酸镁片）和长松（聚乙二醇4000散）在2014-2016年及2017年1-6月的销售收入分别为14,

268.97万元、14,724.79万元、16,459.23万元及8,310.90万元，占当期销售收入的比例为33.57%、31.47%、29.96%

及29.37%。 由于公司的相关产品能否顺利通过一致性评价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公司的仿制药产品未按规定

完成一致性评价，相关药品注册批件将无法获得再注册，导致公司不能生产和销售该等产品，此外，开展一

致性评价工作会产生一定的费用，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5.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能消化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第五期新建GMP生产基地项目"主要用于威地美（铝碳酸镁片）、甘桔冰

梅片、都梁软胶囊、长松（聚乙二醇4000散）和痛泻宁颗粒等原有产品的扩产，同时增加注射用甲磺酸加贝

脂、注射用奥美拉唑钠、注射用甲磺酸培氟沙星等新产品。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将增加公司

产品生产能力。 尽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的产品市场前景良好，但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式投产后，将增加片剂56,294.32万片、软胶囊8,547.50万粒、硬胶囊1,998.50万粒、颗粒剂942.74万袋、散剂2,

051.55万袋、粉针剂52.84万支、冻干粉针剂1,000.47万支、小容量注射剂22.05万支、软膏剂12.68万支以及中

药饮片2,000吨的产能，产能扩张规模较大，一旦行业内竞争格局、市场营销策略及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等

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新增产能将可能面临无法完全消化的风险。

6.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海关总署联合颁发的《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1]58号）有关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

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司目前减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同时，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

申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有效期内减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2014年10月获

得，有效期三年。

如果未来国家对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同时公司不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将会

导致公司不能持续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公司的经营业绩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7.股票市场波动风险

影响股市价格波动的原因很多，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时也受利率、汇率、通货膨

胀、国内外政治经济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因素的影响。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本公司股票时可能因股

价波动而遭受损失。

（二）业绩预计

2017年10月19日，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披露，预计公司 2017年度营业收入较上

年同期变动幅度为5.14%～14.20%，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4.56%～31.20%。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且

不构成盈利预测）

2018年2月26日，公司在《2017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18-009）中披露，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59,209.5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099.7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98%，详情请查看相关公告。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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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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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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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5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竞拍吴土2018

（工）-01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根据竞拍情况确定竞拍价

格，并签订相关合同与文件。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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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

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竞拍各方情况介绍

（一）出让方情况介绍

湖州市国土资源局

（二）竞买方情况介绍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1月25日成立，2015年9月28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注册资本10,

201.60万元，法定代表人沈晓宇，经营范围："生产：超细电子绝缘复膜线材，电磁线，文化用电子数据传输配

件，金刚石切割线，无线充电器用收发线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用极耳；生产：太阳能电池用单晶硅片；医疗

线、新能源汽车线和三层绝缘线的生产；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销售本公司生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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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竞拍标的基本情况

（一）土地位置：织里镇织东单元，基地东侧为鹏飞路，北侧为利济路，西侧为东尼路（织东控规单元

ZD-05-02-08-1号地块）

（二）土地用途：其他工业用地

（三）出让面积：94,073.0平方米（141.11亩）

（四）出让年限：50

（五）起始价：3,613万元

（六）竞买保证金：722.6万元

（七）竞价增价幅度：10万元

（八）容积率：1.5≤容积率≤1.8

（九）固定资产投资强度：270万元/亩

本次参与竞拍所得土地使用权实际价格以最终竞拍价为准， 地块具体位置与面积以规划红线图和实测

为准。

三、参与竞拍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参与竞拍土地拟作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建设用地，成功竞拍后，将在上述地块建设研发中心和新增生

产线，对公司未来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对于经营用地的需要。

四、风险提示

本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拍为公开竞拍，需根据相关规定履行"招、拍、挂"程序，公司竞拍取得相关

地块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后续将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