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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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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年

度报告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于2018年4月1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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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4月

16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于2018年4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6名，实到董事5名，其中董事张杰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董事李延人先生代为行使表

决权。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过讨论，与会董事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暨转让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股份

的议案》

鉴于华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君医药” ）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奥特斯维能

源（太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斯维能源” ）两个案件，分别作出（2017）苏05民初644号民事调解书、

（2017）苏05民初1202号民事调解书，两案债权总额合计人民币175,437,201.59元。

现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拟与华君医药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奥特斯维能源拟以其持有的江苏民

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丰银行” ）9%的股权共计5400万股，抵顶上述两案人民币175,

437,201.59的债务。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拟转让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400万股法人股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8】第0352号）中，对奥

特斯维能源以其持有的民丰银行的5400万股股权以2017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确定为人民

币252,200,000.00元，双方同意以该评估报告确定的股权价值抵顶上述两案债务。股权抵顶后，股权价值超出

债权的部份为76,762,798.41元，华君医药应向奥特斯维支付76,762,798.41元，该款由华君医药按奥特斯维能

源指令另行支付。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华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原董事

长孟广宝先生所实际控制的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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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详见2018年4月19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执行和解

协议暨转让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股份的公告》（临2018-025）。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解决债务问题的 补充协议

暨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新加坡有限公司（Hareon� Solar�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和海润电力新

加坡有限公司（Hareon� Power�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100%股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2016年 1月 27日公司与中国华财金融股权投资基金 (China� Huacai� Finance� Equity�

Investment� Fund� SP)，（以下简称“华财基金” ，华财基金为全球高增长行业系列基金独立投资组合公司的

子基金）及联合光伏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转让契据》及其相关协议（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27日披露的

《关于与联合光伏集团有限公司、 全球高增长行业系列基金独立投资组合公司签署<转让契据>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6-031），由于上述相关协议未全部履行，为解决各方争议，公司拟与相关方签订补充协议。

截止到本协议签订之日，公司尚未向华财基金返还的预付款为港币428,639,403.00元，资金占用成本为

港币44,302,388.46元，欠款合计港币472,941,791.46元（计至2018年4月11日），折合人民币378,400,727.35元

（按2018年4月11日汇率0.8001）。

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有限公司（Hareon� Solar� Co.Limited）持有的海润光伏新加坡有限公司

（Hareon� Solar�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UEN:201510860M，以下简称“海润新加坡” ）100%股权转让给兴

邦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邦国际” ），兴邦国际系华财基金100%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海润国际有限公司（Hareon� International� Co.Limited）持有的海润电力新加坡有

限公司（Hareon� Power�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UEN:201621299Z，以下简称“海润电力新加坡” ）100%股

权转让给兴邦国际。

上述拟转让的海润新加坡和海润电力新加坡目前正在履行相关审计、评估程序。待评估工作完成后，按

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将上述两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兴邦国际名下并交接公司后，视为抵顶上述公司

对华财基金未返还的欠款， 如果上述两公司按照评估结论的股权评估值不足以抵顶上述折合人民币共计

378,400,727.35元的欠款， 则其余欠款由海润光伏有限公司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华财基金；如

果上述两公司按照评估结论的股权评估值超出欠款金额的，则由华财基金退还差额部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18年5月4日召开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股东大会通知详见2018年4月19日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 上的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8-026）。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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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暨转让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海润光伏” ）全资子公司奥特

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斯维能源” ）拟向华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原名营口华君金控

投资有限公司、辽宁华君医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君医药” ）转让其持有的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丰银行” ）9%的股权共计5400万股，依据民丰银行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抵顶

奥特斯维能源对华君医养的债务，股权抵顶后，股权价值超出债权的部份由华君医药按奥特斯维能源指令

另行支付。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拟向华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江苏民丰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的股权共计5400万股。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华君医药持有民丰银行9%的股

权，奥特斯维不再持有民丰银行的股权。 根据评估机构对奥特斯维能源以其持有的民丰银行的5400万股股

权以2017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确定为人民币252,200,000.00元，拟以该评估报告确定的股权

价值抵顶奥特斯维能源对华君医药的人民币175,437,201.59元的债务，股权抵顶后，股权价值超出债权的部

份为76,762,798.41元，该款由华君医药按奥特斯维能源指令另行支付。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华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原董事

长孟广宝先生所实际控制的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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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审议情况

2018年4月1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股权转让的议案。 该议案

经出席的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华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辽宁省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25-辽海中盐大厦1902室

4、法定代表人：郭锡斌

5、注册资本：300,000万人民币元

6、主营业务：药品收购;企业管理;金融企业股权投资,企业资产管理,投资信息咨询,项目投资,国内贸易;

经销:药品、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化妆品、初级农副产品、日用百货、照相器材、卫生

材料、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钟表、眼镜、美容美发用品、消杀用品(除危险品)、家用电器、包装材料、装饰材料、

办公用品、电子产品及设备、工艺美术品、服装、鞋帽、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

各类广告;计算机公共软件服务、计算机维修、仓储服务(除危险品)、普通货物运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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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成立日期：2014年11月25日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华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售标的基本情况

1、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的股权共计5400万股

1）股东情况：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

2）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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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发

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借记卡业务;开办信用卡发卡和收

单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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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成立时间：2008年12月17日

5）注册地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高宝湖路1号

6）9%股权暨5400万股评估价：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拟转让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400万股法人股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8】第0352号）中，对奥

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5400万股股权以2017年12

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确定为人民币252,200,000.00元。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是以标的股权的评估价作为股权转让价款的作价依据。该作价依据符合公司股权

转让的市场准则，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四、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申请执行人：华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甲方）

被执行人：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乙方）

甲方华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乙方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的

两个案件案号分别为（2017）苏05民初644号、（2017）苏05民初1202号。 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上述两

个案件合并达成如下和解协议：

一、债权情况确认

（2017）苏05民初644号案债权额总计为人民币118,765,819.67元，（2017）苏05民初1202号案债权额总计

为人民币56,671,381.92元，两案债权总额合计人民币175,437,201.59元。

二、偿付方式

1、乙方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的股权共计

5400万股，抵顶上述两案人民币175,437,201.59元债务。

2、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拟转让其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400万股法人股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8】第0352号）中，对

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5400万股股权评估价值

确定为人民币252,200,000.00元，甲乙双方同意以该评估报告确定的股权价值抵顶上述两案债务。

3、股权抵顶后，股权价值超出债权的部份为76,762,798.41元，甲方应向乙方支付76,762,798.41元，该款由

甲方按乙方指令另行支付。

4、乙方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于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30天内，协助华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办

理完成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的股权共计5400万股的登记过户。

五、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民丰银行9%股权，本次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上市公司不存在为民丰银行提供担保、委托理财，以及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拟转让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400万股法人股评估报告（报告编号：东洲评报字【2018】第0352号）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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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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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5月4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8年5月4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智慧路 5�号无锡信息港-A�座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惠山办公

区11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5月4日

至2018年5月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转让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

股份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18年4月1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各相关公告。相关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另行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孟广宝、鲍乐及孟广宝所实际控制的十二家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

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401 *ST

海润

2018/4/2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股东可以到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登记，也可以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请注

明证券部收。

2、登记时间：以2018年5月3日前公司收到为准。

3、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4、法人股东需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出

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提交股票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提

交委托人股票账户卡、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书（附后）。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智慧路 5�号无锡信息港-A�座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惠山办公

区11楼会议室

邮政编码：214400

联 系 人：问闻、程莎莎

联系电话：0510-68522289

传 真：0510-68522079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8年5月4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转让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

股份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124�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5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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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1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以下简称“深交所” ）发来的《关于对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338

号），收到该函后，公司董事会给予高度重视，经公司董事会核查和落实，对所述问题进行回复，现将公司对

该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1、请结合鲟龙科技的核心竞争力、持续盈利能力、与你公司业务的协同效应等方面，详细说明收购鲟龙

科技23.80%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本次收购是公司围绕主业和核心发展战略的一次精准收购。

鲟龙科技核心竞争力：鲟龙科技的主营业务为鲟鱼全人工繁育、生态健康养殖、鱼子酱和鲟鱼肉制品的

加工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鱼子酱、鲟鱼及鲟鱼肉制品，其核心产品为鱼子酱。鱼子酱属于西餐中的顶级食材，

与鹅肝、松露并称世界三大美食。鱼子酱产品的利润回报较高，并且由于其养殖期限长，技术要求高，所以全

球的产量一直不高，因此鱼子酱产品较为稀缺且市场进入壁垒较高。

在规模化生产方面，鲟龙科技经过十余年的发展，2016年全年，根据CITES统计数据，鲟龙鱼子酱出口

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比例为24.34%，位居全行业全球首位。 同时，2010-2017年度，鲟龙科技鱼子酱一直占全

国总销量的70%以上。

在专业化管理方面，鲟龙科技是国内鱼子酱生产企业中产业链最完整、团队最为专业的企业。 2014年鲟

龙科技被评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基地” 。

在标准化管理方面，鲟龙科技对于养殖操作、生物资产管理、采购、加工环节以及全程可追溯等诸多方

面均建立了标准化系统，并利用ERP管理系统进行精细化管理。 因此，鲟龙科技的市场龙头地位稳固，核心

竞争力比较明显。

鲟龙科技持续盈利能力： 鲟龙科技2015-2017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65亿元、1.78亿元、2.07亿元， 逐年上

升；净利润分别为4,058万元、4,044万元、5,453万元，同样稳步上升。 同时，根据市场调研结果，每年鱼子酱市

场缺口为900吨，截至2017年鲟龙科技产量为61.85吨，目前实际交货量依然难以满足客户对此高端产品的需

求。 鲟龙科技的主要成本为鲟鱼饵料，其价格主要受鱼粉、豆粕等原材料的价格影响。 虽然鱼粉和豆粕多年

来价格均有波动，但是实际对于高毛利的鲟鱼以及鱼子酱产品影响不大，不会实际影响到鲟龙科技的利润

水平。此外，从鲟龙科技的鲟鱼的鱼龄分析看来，其未来的产量也有稳定的保障。综上所述，鲟龙科技具有较

强的持续盈利能力。

协同效应： 公司自1997年成立以来， 一直专注于通过全产业链的模式来发展优质、 安全的食品业务。

2017年公司更名为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立志成为一流的、安全的、美味的动物源食品供应商，本次收购

是对公司中高端食品线和整体产业链布局的重要补充。

目前公司下属产业链主要分为两条：第一条产业链为猪肉和猪肉制品产业链，公司通过收购法国CG公

司股权掌握了优质种源并大力开展上游育种工作，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邦在生物制品方面为生猪养殖提

供防疫支持，公司下属饲料事业部保障养殖全程的优质饲料供应。 同时，过去几年，公司又布局和拓展终端

“拾分味道”食品事业部，进行生猪的屠宰、加工以及销售。第二条产业链为水产品产业链，公司在高端特种

水产饲料方面一直处于行业内领先地位。 2016年到2017年，公司收购美国PRIMO种虾公司并以此与国内最

大的虾苗生产企业之一广东海茂合作，从而拥有了高抗病性南美白对虾的种源供应能力并大力推广与虾饲

料的协同效应。 公司在盐城地区还拥有深加工水产品的专业化工厂，终端生产的水产品与猪肉制品共享拾

分味道的终端渠道。

多年来，公司也一直致力于寻找机会整合优质的中高端食品品牌以及产品，从而进一步延伸公司的产

业链，为公司成为中高端食品供应商增强竞争力和影响力。

公司自2007年以来，与鲟龙科技建立了长期的饲料供应关系，双方有十几年的合作关系，彼此经营团队

在合作中不仅相互理解支持，而且积累了深厚的友谊。 同时，鱼子酱是顶级高端食品，在俄罗斯和欧洲已经

有四百多年的消费历史，是西方食材的三大美食之首，长期受到欧洲、美国和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消费者的欢

迎。 鲟龙科技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鱼子酱生产企业，为法国巴黎27家米其林餐厅中的22家提供高品质

鱼子酱产品，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头等舱旅客提供高品质鱼子酱产品，同时也曾为2016年G20杭州峰会欢迎

晚宴以及峰会期间提供高品质的鱼子酱产品。

因此，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说，公司通过此次收购23.80%鲟龙科技股份，并在未来寻求进一步股权整合和

合作的机会，将有效的补充和夯实公司的中高端食品产业链。从渠道的角度来说，鲟龙科技在国内外有非常

优质的酒店、餐饮、航空食品等方面的成熟渠道，可以为公司的高端水产食品和肉制品提供渠道上的协同。

在技术研发方面，公司拥有在生物安全、生产工艺以及育种研发等诸多方面的优势，而鲟龙科技也在鲟鱼的

养殖以及产业化方面有很多的技术积累，双方未来在技术方面的协同将较为明显。 最后，在人才方面，鲟龙

科技的团队在水产方面具有十多年的经验，公司和鲟龙科技在水产养殖和高端食品方面人才可以多维度共

享和合作。通过本次收购，将来双方的团队将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并为彼此的团队提供更大的事业施

展平台。

结合鲟龙科技的核心竞争力、持续盈利能力和与公司的协同效应，本次收购是公司围绕既定战略和主

业的一次精准收购，原因明确，合理性强。 双方将强强联合，在品牌、渠道、技术以及人才等多方面建立长期

合作和彼此支持的良性协同，也将为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根据《股权收购公告》，本次交易以鲟龙科技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5,351万元的9

倍，作为其整体股权价值的估值基础，并将根据过渡期内对鲟龙科技进行单独的审计复核以及评估结果进

行调整。 请说明上述对价的确定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本次交易标的为鲟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股权转让方为外资股东威廉姆·豪斯顿。 威廉姆·豪斯顿

是鲟龙科技第一大股东，但多年来未介入鲟龙科技的日常生产经营，是鲟龙科技的财务投资人。其先后三次

对鲟龙科技出资，投资成本合计为1,125.65万元。 基于双方谈判，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以鲟龙科技2017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5,351.17万元计算的9倍市盈率作为估值基础， 总对价为11,462.60万元，

转让方的股权增值率达918.31%（不包含分红）。 相对应的鲟龙科技100%股权估值为48,160.53万元， 对应

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溢价率约为16.5%。

上述对价已得到交易双方的认可，未来公司如果进一步收购鲟龙科技其他股东股权，其交易对价及估

值基础有可能需另行谈判确定。

在市场估值方面，根据最新的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分类原则，鲟龙科技所处行业隶

属于“A04渔业” 。

（1）根据Wind数据库资料显示，选取“CSRC渔业”类上市公司的市盈率通常在10倍到50倍之间。 作为

可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其市盈率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市盈率

PE(TTM)

1 000798.SZ

中水渔业

47.46

2 300094.SZ

国联水产

44.31

3 002696.SZ

百洋股份

42.43

4 600097.SH

开创国际

40.43

5 002086.SZ

东方海洋

17.03

6 002069.SZ

獐子岛

-4.28

注：1、市盈率=2018年4月16日收盘价/每股收益EPS（TTM）

（2）根据CITES统计数据，2016年全年，鲟龙科技鱼子酱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比例为24.34%，在鲟

龙科技所在鱼子酱细分行业中居绝对龙头地位，与鲟龙科技类型相似的收购交易所对应的市场可比交易所

反映出的交易市盈率通常在10倍到30倍之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买方 交易时间 交易标的

PE

倍数

1

开创国际

2016-4-12

收购西班牙

ALBO

罐装鱼公司

100%

股权

14.45

2

万福生科

2017-7- 11

收购国星股份

55%

股权

12.24

3

隆平高科

2017-11-13

收购三瑞农科

49.45%

股权

12.86

4

新洋丰

2016-7-17

收购江苏绿港

51%

股权

23.45

5

隆平高科

2017-11-13

收购河北巡天

51%

股权

14.03

综上所述，公司收购外资股东的股权价格是在充分考虑常见市场估值方法和数值（包括可比公司市盈

率、可比交易估值倍数）的基础上谈判力争的结果，该估值具有合理性并且保障了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

3、根据《股权收购公告》，鲟龙科技股权较为分散，创始人王斌持有鲟龙科技9.64%股权，为鲟龙科技第

三大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鲟龙科技第一大股东。 请说明以下问题：

（1）请结合鲟龙科技股权结构、董事会成员安排及其他因素，补充说明鲟龙科技控制权变更情况，以及

目前的控制权归属。

答复：

（1）股权变动情况

①2003年4月鲟龙科技成立时，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1,980,000 30.00%

2

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650,000 25.00%

3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1,320,000 20.00%

4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660,000 10.00%

5

王斌

396,000 6.00%

6

汤姆斯·古利亚斯

330,000 5.00%

7

宋世禄

132,000 2.00%

8

刘海

132,000 2.00%

合计

6,600,000 100%

②2006年7月， 鲟龙科技原股东汤姆斯·古利亚斯将其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威廉姆·豪斯顿， 同时威廉

姆·豪斯顿以等值于337.6万元人民币的美元（按当日汇率折算）增加注册资本306.9万元，鲟龙科技的第一

大股东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变为威廉姆·豪斯顿。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鲟龙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威廉姆·豪斯顿

6,024,000 49.00%

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1,980,000 16.11%

3

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650,000 13.42%

4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1,320,000 10.74%

5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660,000 5.37%

6

王斌

528,000 4.29%

7

宋世禄

132,000 1.07%

合计

12,294,000 100%

③历经多次增资及股权变动，本次收购完成后，鲟龙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4,530,400 23.80%

2

淳安千岛湖红苹果投资有限公司

7,083,200 11.60%

3

王斌

5,883,600 9.64%

4

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171,900 8.47%

5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3,752,900 6.15%

6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3,583,300 5.87%

7

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3,257,500 5.34%

8

浙江亿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76,600 5.04%

9

资兴市良美鲟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050,000 4.99%

10

北京高景罗克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2,895,600 4.74%

11

杭州灵峰赛伯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71,700 3.56%

12

杭州萧山天潮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1,809,700 2.96%

13

浙江悦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447,800 2.37%

14

江苏福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66,800 2.08%

15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1,194,400 1.96%

16

北京联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874,600 1.43%

合计

61,050,000 100%

鲟龙科技虽然第一大股东存在变动，但自创立开始即没有实际控制人，股权较为分散，无任何股东单独

持股比例高于30%，持股5%以上的股东为8名，其余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低于5%，无任何一家股东能够单独对

鲟龙科技形成控股地位。

（2）历次董事会变动情况

①第一届董事会及任期内高管变动情况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选聘情况 任期

汪建敏 董事长 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鲟龙科技创立大会

2010.4-2013.3

王斌 董事 威廉姆·豪斯顿 鲟龙科技创立大会

2010.4-2013.3

夏永涛 董事 淳安千岛湖红苹果投资有限公司 鲟龙科技创立大会

2010.4-2013.3

戴炳坤 董事 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鲟龙科技创立大会

2010.4-2013.3

王泰健 董事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鲟龙科技创立大会

2010.4-2013.3

王鲁民 董事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鲟龙科技创立大会

2010.4-2013.3

钱志林 独立董事 董事会 鲟龙科技创立大会

2010.4-2013.3

余匡军 独立董事 董事会 鲟龙科技创立大会

2010.4-2013.3

骆小元 独立董事 董事会 鲟龙科技创立大会

2010.4-2013.3

②第二届董事会及任期内高管变动情况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选聘情况 任期

汪建敏 董事长 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2013.3-2016.3

王斌 董事 威廉姆·豪斯顿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2013.3-2016.3

夏永涛 董事 淳安千岛湖红苹果投资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2013.3-2016.3

戴炳坤 董事 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2013.3-2016.3

崔国辉 董事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2013.3-2016.3

王鲁民 董事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2013.3-2016.3

钱志林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2013.3-2016.3

余匡军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2013.3-2016.3

骆小元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2013.3-2016.3

③第三届董事会及任期内高管变动情况

截至本次收购签约日，鲟龙科技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3名独立董事。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选聘情况 任期

汪建敏 董事长 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016.3-2019.3

王斌 董事 威廉姆·豪斯顿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016.3-2019.3

夏永涛 董事 淳安千岛湖红苹果投资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016.3-2019.3

戴炳坤 董事 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016.3-2019.3

杨先乐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016.3-2019.3

黄樟翰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016.3-2019.3

程梅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016.3-2019.3

鲟龙科技的日常经营管理和重大决策不依赖于管理层、董事会的少数成员。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成为

鲟龙科技第一大股东，但鲟龙科技股权结构分散、单一股东无法控制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并且股东之间不存

在一致行动协议，因此鲟龙科技仍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2）请说明你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具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后续与王斌及其团队合作的具体内容或

安排、是否向鲟龙科技委派管理人员、业务整合计划等，以及是否存在进一步收购鲟龙科技股权的计划。

答复：

公司完成收购鲟龙科技股份后，将保留王斌及其经营团队。同时，公司正在寻求进一步股权整合和合作

的机会，后续的合作方案包括管理和业务整合计划仍处于谈判中。届时，公司将结合项目进展及时合规地做

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4、根据公开信息，鲟龙科技曾分别于2012年、2016年及2018年三次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但均未获通过。 请结合发审委会议问询的主要问题，说明鲟龙科技申请未获通过的原因，以及相

关事项的整改落实情况。

（1）根据公开披露信息，2012年7月鲟龙科技IPO被证监会否决。 本次发审会议委员主要关注了一项问

题，具体如下：

2010年12月，你公司（鲟龙科技）股东资兴良美以每股3.90元增资305万股，占你公司（鲟龙科技）发行

前股份4.99%。 你公司（鲟龙科技）在2010年10月至2011年3月间向资兴良美采购7—8龄雌性西伯利亚鲟、杂

交鲟和史氏鲟，该批采购鲟鱼价值共计3,660.10万元，重量共计131.49吨，计划于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实

现加工；你公司（鲟龙科技）2010年和2011年营业收入分别为7,110.28万元和10,318.9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2,481.10万元和3,482.39万元，扣除与资兴良美关联交易影响后，你公司（鲟龙科技）

2010年和2011年营业收入分别为6,063.83万元和7,978.5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2,124.85

万元和2,765.00万元。 上述交易对你公司（鲟龙科技）2010年和2011年主营业务收入及净利润影响重大。

答复：

鲟龙科技与资兴良美之间的关联交易对其2010年与201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影响较大。 2012年

8月，鲟龙科技收到中国证监会不予核准的批文后，立即着手整改与资兴良美的关联交易问题，2013年起鲟

龙科技不再与资兴良美新签合同。 自2015年度至今，鲟龙科技与资兴良美未发生过任何交易，与资兴良美的

关联交易问题已经解决。

此外，2015� -2017年度，鲟龙科技向其他关联方销售实现的收入分别为5.62万元、1.83万元和2.16万元，占同

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03%、0.01%和0.01%。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定价公允，对其主营业务和当期经

营成果不构成重要影响。

（2）根据公开披露信息，2018年1月鲟龙科技IPO被证监会否决，主要关注问题包括经销商问题、销售定

价问题、生物资产盘点问题、无实际控制人问题。

问题1：报告期内，发行人（鲟龙科技）营业收入中境外收入占比较高，且主要通过经销渠道实现销售。

请发行人（鲟龙科技）代表说明：(1)主要经销商的资金实力、销售区域，销售核算与经销商的核算是否存在

重大不符；(2)分类及分地区说明发行人（鲟龙科技）经销商布局的合理性，是否频繁发生经销商开业及退出

的情况，经销商变化情况及原因，经销商终止合作后库存商品的解决方式；(3)报关数据与发行人（鲟龙科

技）自身数据是否匹配，出口退税情况是否与发行人（鲟龙科技）境外销售规模相匹配。 请保荐代表人说明

核查过程、依据，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答复：

经销渠道是鲟龙科技最重要的销售渠道，2015� -2017年度， 鲟龙科技鱼子酱通过经销商渠道实现的销

售收入分别为11,284.00万元、12,420.20万元和13,139.41万元， 占同期鱼子酱销售的比例分别为90.72%、

88.88%和85.37%。

2015-2017年，前五大客户中鱼子酱经销商的基本情况如下：

经销商 国别

开始合作时

间

从鲟龙科技进口鱼子酱的数量

（千克）

经销商简介 地位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IMPERIAL CARVIAR GMBH

德国

2008

年

11,556.80 10,741.10 9,789.97

该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是德国最大的鱼

子酱经销商之一；

2008

年以前主要经销

伊朗野生鱼子酱，具有广泛的鱼子酱销

售渠道；

与鲟龙科技合作以来， 已和鲟龙科

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专注于推广鲟

龙科技产品，采购量逐年扩大。

2017

（

2

）

2016

（

1

）

2015

（

1

）

CASPIAN TRADITION SA

比利

时

2011

年

2,557.70 3,643.30 9,335.00

该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最初专营伊朗野

生鱼子酱，

1997

年开始经营多种鱼子酱

及鹅肝、松露、藏红花等高级食品；其鱼

子酱主要在欧盟进行销售， 也在加拿

大、新加坡、美国等地进行推广。

2017

（

8

）

2016

（

5

）

2015

（

2

）

KAVIARI SAS

法国

2009

年

7,266.10 4,848.00 4,404.80

该公司成立于

1979

年， 以经营野生伊朗

鱼子酱和手工制作的烟熏三文鱼为主，

客户主要为法国的高端餐厅和酒店，具

有多年经营鱼子酱的经验和销售渠道。

2017

（

1

）

2016

（

4

）

2015

（

3

）

CAVIAR PETROSSIAN

法国

2007

年

2,929.90 4,257.40 1,727.60

CAVIAR PETROSSIAN

成立于

1965

年，是

世界知名的鱼子酱经销商，具有近百年

历史的家族企业；其鱼子酱品牌在世界

上具有很高知名度，拥有自己的鱼子酱

专卖店和主题餐厅；在美国纽约设有分

公司，业务涉及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PETROSSIAN INC

成立于

1980

年，为

法国

CAVIAR PETROSSIAN

的美国子公

司，主要从事鱼子酱及其他高级食品的

分销和零售业务；在纽约有自己的鱼子

酱专卖店和鱼子酱主题餐厅。

2017

（

4

）

2016

（

3

）

2015

（

7

）

PETROSSIAN INC

美国

2010

年

1,636.80 1,149.50 430.00

CAVIAR HOUSE & PRUNIER

(SUISSE) GMBH

瑞士

2013

年

305.10 389.00 180.00

CAVIAR HOUSE & PRUNIER

（

UK

）

LTD

英国

2014

年

401.80 127.4 210.40

BALIK ZN CAVIAR HOUSE &

PRUNIER (SUISSE) SA

瑞士

2014

年

161.00 246.20 245.00

CAVIAR HOUSE & PRUNIER

(HK) LIMITED

香港

2016 3.35 13.40 -

CAVIAR HOUSE & PRUNIER

JAPAN

日本

2017 2.38 - -

PACIFIC PLAZA IMPORTS INC

美国

2013

年

3,034.50 1,822.50 2,149.60

该公司成立于

1989

年， 是一家专业的鱼

子酱进口和分销商，拥有自己的餐厅和

专卖店，专为美国市场提供稳定，高端

的食材。

2017

（

7

）

2016

（

10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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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底，鲟龙科技共有国外鱼子酱经销商客户103家，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 鲟龙科技的经销商

多为国际上知名的鱼子酱经销商，采用的核算方式与鲟龙科技的的销售核算是一致的。

鲟龙科技已与其经销商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主要客户比较稳定，且鲟龙科技的经销商覆盖欧

洲、美洲和亚洲等主要鱼子酱消费市场，经销商布局合理，与其实际经营相符，没有频繁开业和退出的情况，

不存在重大不确定客户。通过查询2015年-2017年鲟龙科技的海关出口明细，并与其出口的销售明细进行双

向比对，鲟龙科技的出口情况与其境外销售规模可以匹配。

基于上述情况，在当前阶段，经销商销售模式有利于促进鲟龙科技的业务发展，开拓海外客户。 随着鲟

龙科技的业务发展及品牌实力的提升，未来将持续探讨各种适合的销售模式。天邦股份入股后，将加强对其

经销商制度和销售模式的管理，发挥双方的业务协同，进一步提升其销售能力。

问题2：发行人（鲟龙科技）报告期销售收入分别为1.2亿元、1.39亿元和1.54亿元，主要有四种产品，不同

产品销售单价存在差异，且同一产品不同年度之间存在差异。 请发行人（鲟龙科技）代表说明：(1)各类产品

的定价政策，以及与客户议价的能力；(2)达氏鳇鱼子酱、史氏鲟鱼子酱报告期内销售价格波动较大的原因及

合理性；(3)杂交鲟鱼子酱销售价格逐年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发行人（鲟龙科技）毛利率基本为70%左右且

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4)史氏鲟鱼子酱和西伯利亚鲟鱼子酱销售量逐年下滑的原因；(5)各类产品单位成本

波动较大的原因。 请保荐代表人说明核查过程、依据，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答复：

鲟龙科技尚未在境外建立鱼子酱销售中心，在境外的销售主要采取经销商模式，仅对汉莎航空公司采

取直销，所以鲟龙科技对不同地区、不同客户销售鱼子酱采取不同的销售政策。

鲟龙科技制定了销售价格与采购数量相挂钩的价格体系， 当经销商的年度预订量达到一定规模时，鲟

龙科技会对其在销售单价上给予相应的优惠。 因此由于经销商预定量的不同、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汇率的

波动，鲟龙科技同一产品不同年度的销售价格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鲟龙科技在境内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浙江建立了销售中心，在天猫和京东设立了电商购物平台，其鱼子

酱销售在境内均采用直销模式，按零售价格进行销售，根据每个客户采购量的不同，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因此，造成同一产品不同地区的销售单价有所不同。

2015-2017年度，鲟龙科技鱼子酱的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2,682.18元/千克、2,602.62元/千克和2,412.79元

/千克。虽然鱼子酱价格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相对高位。随着后备鲟鱼梯队的建设完善、规模效应和折旧减

少的影响，鲟龙科技单位养殖成本和单位制造费用持续下降，因此鲟龙科技主营业务（鱼子酱）的毛利率总

体保持上升趋势。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鱼子酱毛利率

75.39% 69.08% 71.51%

基于上述分析，鲟龙科技销售价格及成本波动与其实际发展状况相符，同时，其毛利率整体呈上升趋

势，符合鱼子酱行业的发展状况。

随着鲟龙科技对后备原料鲟鱼梯队的品种结构进行战略调整，将杂交鲟、俄罗斯鲟和达氏鳇等中高端

品种作为鲟龙科技的主要养殖品种进行培育。 因此，2015年度-2017年度，杂交鲟和俄罗斯鲟鱼子酱的销售

占比逐年增长，进而导致史氏鲟鱼子酱和西伯利亚鲟鱼子酱占比逐年降低，造成其销售量不断下滑。

基于上述分析及未来鱼子酱行业良好的供需形势，本次收购完成后，在鲟龙科技对不同地区、不同客户

销售鱼子酱的单价采取梯次定价政策的基础上，公司将结合自身的销售经验，对其销售政策予以改善。虽然

各类产品的成本和销售价格有所波动，但鱼子酱价格预计不会出现大幅下滑，且鱼子酱成本相对稳定并略

有下降。 由此判断，鲟龙科技未来的毛利率将保持稳定，不会出现大幅下滑的现象。

问题3：报告期内，发行人（鲟龙科技）存货余额较大，其中消耗性生物资产(鲟鱼)占各期末存货的比例

较高。请发行人（鲟龙科技）代表说明：(1)报告期内发行人（鲟龙科技）存货大幅增加的原因；消耗性生物资

产确认计量的依据，是否符合行业惯例；(2)报告期内消耗性生物资产后续价值的计量方法是否合理，是否符

合行业惯例，相关饵料系数、预计平均增重是否准确，能否真实、准确计量相关消耗性生物资产价值；(3)存货

盘点制度能否有效执行，盘点过程能否准确确定数量、重量及年龄等重要数据；(4)“人工智能图像识别” 技

术准确率达到97.53%的具体含义，是否采用该技术对2017年半年末盘点结果进行复核；(5)发行人（鲟龙科

技）现有的ERP系统如何消除实际平均增重与预计平均增重偏差对成本核算的不利影响。 请保荐代表人说

明核查过程、依据，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答复：

鲟龙科技的存货主要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库存商品、饵料以及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其中消耗性生物资

产指后备原料鲟鱼梯队，库存商品指鱼子酱、“三去”冷冻鲟鱼等产成品。 生物性资产鲟鱼是鲟龙科技经营

收入和利润的核心来源，生物性资产的增长是未来鱼子酱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核心基础。 鲟龙科技自成立以

来，一直致力于构建完备的鲟鱼梯队实现鱼子酱的规模化生产，近年来鲟龙科技的鲟鱼养殖规模增长较快，

进而带动了存货的大幅增长。

在资产负债表日，鲟龙科技的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

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截至2017年末、2016年

末和2015年末，鲟龙科技的存货价值分别为45,375.46万元、41,516.40万元和38,152.14万元，其中，消耗性生物

资产的价值分别为42,588.75万元、37,866.64万元和33,764.55万元。

在鲟鱼养殖过程中，鲟龙科技根据各品种、各鱼龄鲟鱼的饵料系数、平均增重和分配尾数三项乘积占全

部鲟鱼的饵料系数、平均增重和分配尾数乘积之和的比重分配当月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间接费用。通过

获取历次抽样的鲟鱼实际称重数据和饵料系数的实验数据，因而，公司认为鲟龙科技关于鲟鱼成本的计量

方法具有合理性，能够真实的反应消耗性生物资产价值。

在鲟龙科技寻求IPO之前，时任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对鲟龙科技的生物性资产做了细致的核查，其

中：时任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均参与了鲟龙科技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年终盘点，同时根据中国水产学会出

具的公函、专家鉴定意见和农业部渔业统计抽样专家组组长出具的专业意见，时任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认为，

鲟龙科技关于鲟鱼品种、数量、性别和鱼龄的信息记录是准确的，年终盘点过程认真、严谨，真实、准确、完整

的反映了鲟龙科技生物资产的情况；此外，时任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还聘请第三方会计师对鲟龙科技进行消

耗性生物资产监盘复核，第三方会计师认为，可以合理保证鲟龙科技截止2017年5月31日总体消耗性生物资

产品种、数量、性别和鱼龄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消耗性生物资产盘点汇总表中金额与鲟龙科技2017

年5月31日账面记载一致。

天邦股份从事水产行业多年，拥有专业的经验和技术支持，本次收购前，天邦股份已仔细审阅了鲟龙科

技的盘点制度并获取其历史盘点资料，后续公司还将安排现场抽盘和复核的工作。 基于上述分析和鲟龙科

技所提供资料，鲟龙科技关于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计量和存货盘点制度是合理且有效的。 鲟龙科技新引进的

“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可以提高鲟龙科技的生物资产盘点效率，并且可以对盘点数据留痕备查。 未来，

公司也将积极探讨利用生物芯片技术，记录成年鱼的体重增长情况、活跃度和健康程度等数据。结合公司生

物资产盘点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进一步探讨如何提高盘点的效率和准确性。

问题4：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鲟龙科技）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

请发行人（鲟龙科技）代表：(1)结合发行人（鲟龙科技）历史和实际管理等情况分析说明认定不存在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合理性；(2)说明是否形成一致行动，是否存在共同控制；(3)说明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及

对持续经营的影响。 请保荐代表人说明核查过程、依据，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答复：

鲟龙科技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本次收购前，持股比例之和达到50%以上的前四大股东分别

为威廉姆?豪斯顿、红苹果投资、王斌和千发集团，其持股比例分别为23.80%、11.60%、9.64%和8.47%。 其余持

股5%以上的股东有东海研究所、 中国水科院、 新干线传媒和亿都创投， 其持股比例分别为6.15%、5.87%、

5.34%和5.04%。

虽然鲟龙科技无实际控制人，但其管理、经营稳定，历史上未出现过影响鲟龙科技的管理、经营稳定的

重大事件和变革。

本次收购完成后，天邦股份虽成为鲟龙科技的第一大股东，但并不对鲟龙科技董事会及管理层形成控

制。 未来，公司将寻求进一步股权整合和合作的机会。

综上所述，针对证监会发审委会议提出的问题，鲟龙科技已经有针对性的进行了相应的整改落实。公司

在入股鲟龙科技后也将不遗余力积极的进一步寻求完善鲟龙科技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相关的政策和管理制

度，提升鲟龙科技的核心竞争力。

5、请结合你公司财务状况，说明本次以自有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具体安排，并说明可能对公司资本

结构、现金流量等带来的影响。

答复：

本次交易对价涉及金额不重大，交易资金来自公司自有资金，结合公司目前的资金情况，本次收购对价

对公司资本结构、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且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结合公司目前的自有资

金的基础上，一方面公司目前尚有未使用完毕的银行授信额度，另一方面公司也在探讨申请专项并购贷款

等其他融资方式加强资金使用效率和融资安排。

6、请说明本次交易的具体会计处理与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答复：

公司将根据目前正在开展的审计复核以及评估的结果确认鲟龙科技2017年的净利润以及相关资产情

况，从而进一步确认本次收购鲟龙科技股份的最终成本，如果审计复核以及评估的结果导致估值出现5%以

上的差异，则公司同卖方已经达成协议，将根据复核结果对估值进行调整，并调整最终收购价款，从而据此

确定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由于本次收购没有对鲟龙科技形成控制，此次投资将记做长期股权投资，且后续计量将采用权益法进

行核算。 此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并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

7、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问题。

答复：

无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8－32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中农网8.36%股权暨

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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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公司持有的

深圳市中农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网"，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中农网39.2927%股权）8.36%的股权。 鉴于

该等股权所对应的中农网营业收入规模触发《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标准，公司将严格按照重大资产重组及国有资产监管规定履行相关义务和程序。

公司已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交易标的、交易方式、所签署框架协议的主要约定及协议终止日

的延期安排、意向受让方的基本情况、对公司的影响、本事项需履行的程序、必要的风险提示以及事项的进展

情况。 （相关停复牌公告及事项进展公告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28日、7月5日、7月12日、7月19日、7月26

日、7月28日、8月4日、8月11日、8月18日、8月25日、8月28日、9月4日、9月11日、9月18日、9月25日、9月27日、10月

18日、11月1日、11月15日、11月29日、12月13日、12月27日、2018年1月10日、1月24日、2月7日、2月28日、3月14

日、3月28日、4月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公

告）

截至目前，上述程序及该事项涉及的审计、评估、律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所开展的审计、评估及尽职

调查等相关工作以及按照国有资产监管规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仍在推进中。

公司将按照要求每十个交易日披露本事项的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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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为准。

本事项正在履行国有资产监管相关程序，本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尚须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履行非行政许可类审核程序，本事项将通过深圳联合产权交

易所公开挂牌。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所涉及的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履行国有资产监管等相关程序

是否能获得通过，以及履行公开挂牌程序后最终摘牌方及摘牌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中兴通讯” 股票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

〔2017〕13号）以及中兴通讯2018年4月17日相关停牌公告，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2018年4月

18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中兴通讯（股票代码：000063）进行估值调整，按照25.05元/股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中兴通讯"后续经营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合理评估，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必

要时进一步确定其估值价格。

在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

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300402� � � �证券简称：宝色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3

南京宝色股份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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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4�月 18�日，南京宝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 2017�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于 2018�年 4�月 1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南京宝色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300167� � � �证券简称：迪威迅 公告编号：2018-033

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8年4月18日，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17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8年4月1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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