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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47

证券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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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里股份” ）于 2018
年 7 月 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

股数（
股）

百分比
12.8%
12.8%

General Atlantic Singapore Fund Pte. Ltd.

6,860,040

7.7%

Davis Selected Advisers, L.P.

5,533,494

6.2%

2018 年 7 月 11 日在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九楼会议室、新疆金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视频及电话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

5,359,658

6.0%

4,572,913

5.1%

Morgan Stanley

4,338,328

4.9%

Safari Group Holdings Limited

3,418,803

3.9%

股权作价为 3 亿元， 较目前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有大幅度溢价。 2017 年扣非净利润为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3,338,900

3.8%

-527 万元，且公司多年扣非净利润为负，同时相关股权存在质押情况。 请公司及转让双方结

Digital Link Investments Limited

3,137,921

3.5%

Greenwoods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3,096,440

3.5%

答复：
（一）《股权交易备忘录》拟转让股份的定价系交易双方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方同正” ）与北京房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天下” ）协商谈判
的结果。 《股权交易备忘录》签署日为 2018 年 7 月 9 日，股权作价为 19.57 元 / 股，较当日收
盘价溢价 54.35%。
本次股份转让定价是交易双方平等自愿、充分协商，在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股价的基础上
溢价达成的交易价格。 房天下及其实际控制人莫天全先生看好上市公司资本平台的价值。 基
于以下考虑，双方认为本次交易价格具有合理性：
1、本次转让股权涉及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转让方南方同正除向房天下及其指定方转
让 10%股份外，将与房天下签署一份不可撤销的、期限在三年以上的一致行动协议，在上市公
司万里股份未来的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决策事项上，南方同正与房天下保持一致行动，并
以房天下的行动为准。 基于市场化原则，交易双方在商议股权转让价格时考虑了该控制权溢
价因素。
2、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万里股份总资产 847,036,514.06 元，总负债 164,186,152.33
元，资产负债率较低；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52,687,981.19 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5,575,220.07 元，于 2018 年 5 月 9 日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万里股份无未披露重大
对外担保事项、无重大不良资产。 万里股份资产负债结构、合规经营等情况有利于推动上市
公司业务调整。 基于上述考虑，双方在审慎协商的基础上确定本次交易价格，收购方认为此
次转让价格合理。
3、经检索，近期 A 股市场的控制权交易案例如下：丽鹏股份、富临运业、乐金健康、ST 景
谷。 本次交易的转让溢价与上诉案例的溢价基本相符，处在合理的区间内。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方同正持有万里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 25,400,89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57%，其中质押股票累计 2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6%。 双方
同意，在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后，南方同正将解除涉及本次转让股份的质押。
（三）根据约定，交易双方确定 20,000 万元作为刘悉承先生或其指定的主体在本次股份
转让完成后 3 年内择机购买上市公司与电池业务相关的、 或基于电池业务的运营而产生的
所有资产的补偿。 经交易双方确认，除此之外，截至本回复函出具之日，转让双方南方同正与
房天下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四）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间， 公司曾筹划与房天下及其关联方进行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该事项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终止，详细情况详见《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8” ）。 经交易双方确认，转让双方南方
同正与房天下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除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此前不存在资金、业务等方
面的关联或往来。
二、请本次股权受让方房天下详细披露其股权结构、主营业务情况、主要财务数据，说明
受让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和具体安排， 以及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是否存在质押股份的情形或
计划。
答复：
北京房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为房天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天下控股” ）的全
资子公司，根据指定，具体实施房天下控股的战略计划。
（一）房天下控股股权结构
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房天下控股共计 88,797,687 普通股，主要股东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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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水星家纺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1,355,645
11,354,600

IDG Alternative Global Limited

来。

4、注册资本: 101,000 兰特
5、经营范围：风电及新能源相关设备销售、设备吊装调试、运维、技术咨询等服务、
设备进出口、风电场开发及投资、工程总包服务等。
6、 被担保方与金风科技和金风国际关系：Goldwind 4RE SA Proprietary Limited
为金风国际持股 75.6%的控股子公司（其余 24.4%的股份由南非当地股东持有）；金风

Media Partner Technology Limited

Fosun International Limited

合当前市场情况、目前公司状况、股权质押等因素，充分披露定价依据及合理性，说明转让双

3、注册地点：南非约翰内斯堡

Next Decade Investments Limited

如下：

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此前是否在资金、业务等方面存在关联或往

公告编号：201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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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权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759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 现回复并披露
一、公告披露，南方同正拟向房天下转让上市公司 1532.874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0%，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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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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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董事八名，其中现场出席五名，董事王海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董事曹志
刚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董事高建军先生、赵国庆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委托董事长武钢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主营业务情况
房天下是房地产家居行业专业网络平台，业务包括：
1）挂牌业务：挂牌业务分为基础挂牌业务与特殊挂牌业务，主要为房产中介机构、经纪
人、开发商、业主、家居供应商等提供服务。 基础挂牌业务是为客户提供在房天下网站及移动
平台发布其房源、产品或服务的业务。 特殊挂牌业务是为客户提供线上与线下渠道的营销活
动服务。
2）市场营销业务：主要在房天下网页及移动端为开发商提供新房广告的业务，同时也会
根据房产中介及家居供应商等的需求提供相应广告营销服务。
3）电商业务：主要为房天下的注册会员服务的业务。
4）金融业务：主要通过 www.fangtx.com 的平台以及线下的小贷公司为符合信用评估的
客户提供贷款的业务。
5）其他增值服务：主要为客户提供数据库端口的订购，以及房地产行业相关的研究咨询
服务。
（三）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符合 U.S. GAAP.的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房天下控股 2017 年营业收入为 44429.6 万
美元，净利润为 2170.4 万美元，总资产为 200025.5 万美元，净资产为 74027.5 万美元。
（四）受让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和具体安排
本次受让股份的资金由房天下控股自有资金支付。
（五）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是否存在质押股份的情形或计划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房天下控股不存在质押股份的情形，目前也没有质押股份的计划。
三、 请公司及股权转让双方提供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进程备忘录和内幕信息知情人名
单，供后续交易核查。
答复：
2018 年 7 月 5 日， 房天下莫天全先生与南方同正刘悉承先生就希望以协议方式收购南
方同正所持有万里股份股权进行了初步接洽；
2018 年 7 月 7 日至 2018 年 7 月 8 日，双方就转让的数量、价格及后续安排进行了进一
步沟通；
2018 年 7 月 9 日，双方就股权转让达成初步意向并签署了《关于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交易的备忘录》，经南方同正告知，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就此事项发布
了《万里股份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权交易备忘录〉的公告》。
公司及股权转让双方将尽快按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名单。
四、请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编制和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同时充分提示相关
风险。
答复：
目前签订的仅为《股权交易备忘录》，表达意向双方关于股份转让和受让的意愿及初步
商洽的结果，最终交易金额和能否完成交易尚不确定，待交易双方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协
议》后，交易双方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要求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及时告知本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相关方信息后及时
披露。
关于本次交易，公司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
《股权交易备忘录》的签署，旨在表达意向双方关于股份转让和受让的意愿及初步商洽
的结果，本《股权交易备忘录》未涉及违约条款，最终以双方签署的正式股份转让协议为准，
该事项目前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能否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能否在本《股权交易备忘
录》签署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本次协议转让股权作价为 19.57 元 / 股，较《股权交易备忘录》签署日（2018 年 7 月 9
日）收盘价溢价 54.35%。本次交易价格包含控制权溢价，与《股权交易备忘录》签署日上市公
司股票价格具有较大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不同定价机制导致交易价格不同的投资风险。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1 日

会议经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

国际为金风科技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11-12 月

2018年 1-6 月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0

-15,639.51

净利润

0

-15,639.51

2017年 12 月 31 日

2018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0

36,428.94

负债总额

0

14,147.78

净资产

0

22,281.16

审 议 通 过 《关 于 为 Goldwind 4RE SA Proprietary Limited 在 Golden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Valley 项目工程总包合同和运维合同项下的履约义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Golden Valley 项目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担保内容： 金风科技和金风国际为 Goldwind 4RE SA Proprietary Limited 在

具体内容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详见《关于为子公司 Goldwind 4RE SA Proprietary Limited 提供担保的公

Golden Valley 项目的工程总包合同与运维合同项下的所有履约义务提供母公司担
保；

告》（编号：2018-041）。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 Goldwind 4RE SA Proprietary Limited 在 Excelsior 项目工

3、担保期限：

程总包合同和运维合同项下的履约义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自担保合同生效不超过 94 个月，其中包括 EPC 合同执行期间 28 个月，质保期 60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个月，以及质保期后 6 个月。

具体内容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详见《关于为子公司 Goldwind 4RE SA Proprietary Limited 提供担保的公
告》（编号：2018-041）。

4、 担保金额：Golden Valley 项目担保金额以三种货币计价， 分别为不超过 498,
608,146.00 人民币，不超过 33,362,441.52 美金，不超过 1,011,018,265.83 兰特，折合人民
币共计不超过 1,218,567,384.77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37%，占

特此公告。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1.67%。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Excelsior 项目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1 日

1、担保内容： 金风科技和金风国际为 Goldwind 4RE SA Proprietary Limited 在
Excelsior 项目的工程总包合同与运维合同下的所有履约义务提供母公司担保；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股票代码：002202

公告编号：2018-041

3、担保期限：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子公司 Goldwind 4RE SA
Proprietary Limited
提供担保的公告

自担保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 84 个月，其中包括 EPC 合同执行期间 18 个月，质保
期 60 个月，以及质保期后 6 个月。
4、 担保金额：Excelsior 项目担保金额以三种货币计价， 分别为不超过 136,648,
095.00 人民币，不超过 9,074,589.45 美金，不超过 377,675,009.45 兰特，折合人民币共计
不超过 383,099,752.75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9% ，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0.53% 。
四、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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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已经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数量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金风科技” ）及其全资子公司金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8.04 亿元（其中包括对子公司

风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下称“金风国际” ），拟对金风国际在南非的控股子公

担保人民币 41.85 亿元），占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1.18%，占 2017 年度经审计总

司 Goldwind 4RE SA Proprietary Limited 就 其 为 南 非 Golden Valley 风 电 项 目 、

资产的 6.60%。
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后，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4.06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Excelsior 风电项目的工程总包与运维合同项下履约义务提供担保，其中 Golden Valley
项目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18,567,384.77 元， 担保期限为自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8.2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8.80%。

94 个月；Excelsior 项目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83,099,752.75 元，担保期限为自合同生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

效日起不超过 84 个月。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董事会

1、公司名称：Goldwind 4RE SA Proprietary Limited

2018 年 7 月 11 日

2、成立时间： 2017 年 11 月 1 日

公告编号：2018-035

鑫元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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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12日

针对投资风险，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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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告基本信息

1、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行使该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

重要内容提示：

实施。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

●委托理财受托方：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中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对授权的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委托理财金额：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认购“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金樽专项 68 期收益凭证产品”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北京银行股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结构性存款。

4、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

基金名称

鑫元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公司投资参与

鑫元淳利定期开放
00614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 7 月 1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鑫元
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鑫元淳利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62 天；90 天；92 天。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固定收益保本型；保本浮动收益型；固定收益保本型。

项目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基金募集情况

离。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的议

持有份额总数

基金管理人固有
10,000,000.00
资金

6、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业务的审批、资金入账及划出、买卖（申购、 赎回）岗位分

一、委托理财概述

的数量区间为 0 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份。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4.76%

10,000,000.00 4.76%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不少于 3 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
管理人员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10,000,000.00

4.76%

10,000,000.00 4.76%

合计
7、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理财产

持有份额占基金 发 起 份 额 总 发起份额占基金总
发起份额承诺持有期限
数
总份额比例
份额比例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11 号文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不少于 3 年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募集期间

2018年 7 月 2 日至 2018 年 7 月 9 日

民币 0.8 亿元额度增至不超过人民币 4.8 亿元(含 4.8 亿元)额度，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好的理财产品，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单笔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前提下， 公司以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8年 7 月 11 日

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
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xyamc.com）或客户服务

案》，同意公司增加人民币 4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额度，即由原有授权的人

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单位：户）

2

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的《上海水星家用纺

的正常开展。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209,999,000.00

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的公

资金的使用效率。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人民币元）

0.00

告》（公告编号：2018-027）。

五、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自有闲置资金理财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 15,000.00 万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产品购买日
期

金额 （
万
元）

产品类
型

产品起息日

金樽专项 68
申万宏源证
期收益凭证产
券有限公司
品

5,000

固定收
益保本
型

2018-6-21

2018-6-27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支
行

5,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8-6-27

2018-7-11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
行

5,000

固定收
益保本
型

2018-6-20

受托方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

产品到期日
2018-8-21

预计年化收益
率

元（含本次）。
六、备查文件
1、《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4.8%

2、《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金樽专项 68 期收益凭证产品认购协议》、《申万宏源证券有
2018-9-25

最低 2%
最高 4.8%

限公司金樽专项 68 期收益凭证产品风险揭示书》、《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金樽专项 68 期

2018-7-11

2018-10-11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

董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事

会

2018 年 7 月 11 日

三、风险控制措施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 自首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

209,999,000.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0.00

合计

209,999,000.00

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包括该日）进入开放期。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10,000,000.00

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4.76%

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的固有资金 2018 年 7 月 9 日通过直销认购
鑫元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适用认
购费率为每笔 1000 元。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作为本基
金的发起资金，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认购的
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少于三年。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

0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

0

金。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况

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结构性存款合同》。

4.6%

电话（400-606-618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有效认购份额

收益凭证产品说明书》；
3、《北京银行对公客户结构性存款协议》；

结构性存款

募集份额（
单位：份）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者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

（包括该日），本基金进入首个开放期，开始办理申购和赎回业务。 本基金每个封闭期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是
的条件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基

特此公告。

2018年 7 月 11 日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1、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

2018 年 7 月 12 日

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证券代码：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18-038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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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3348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7 月 5 日发布《关于子

(一) 通用三洋于 2011 年 12 月 06 日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注射用头孢硫脒药品注册申请

公司药品注册的提示性公告》（临 2018-037 号公告），披露了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

并获得受理。 该药品用于敏感菌所引起的呼吸系统、肝胆系统、五官、尿路感染及心内膜炎、

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三

败血症。

洋” ） 关于注射用头孢硫脒药品注册申请的进展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的两份《药品注册批件》，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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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件产品（包括车身前后减震塔、空调支架、电池盒支架及车身门框等产品），并在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于 2018 年

2015 年开始大批量生产，目前与特斯拉已进入稳固合作阶段。 公司 2017 年度对特

(三)药品情况介绍

7 月 10 日、7 月 11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

斯拉销售收入为 11,098.10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7.17%，比重较小。 针对特

头孢硫脒及其注射剂是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单位合作开发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斯拉在上海建厂的消息，实际上公司是与特斯拉美国总部签订的销售框架合同，双

的中国第一个自主创新研发成功、具有新型结构的头孢菌素类抗生素。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

(一)药品名称：注射用头孢硫脒

有限公司白云山化学制药总厂独家受让了该项生产工艺技术，成果转化后推上市场，商品名

受理号：CYHS1101540 琼

“仙力素”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头孢硫脒是一种广谱抗生素注射制剂，具有血药浓度高、临床疗效好的特点。 在临床应

●公司 2017 年度对特斯拉销售收入为 11,098.10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用中表现出对大部分革兰阳性菌、部分革兰阴性菌有很强的杀灭作用，尤以对革兰阳性球菌

7.17%，比重较小。 特斯拉在上海建厂对公司的影响，要视特斯拉在中国的生产具体安

规格：1.0g

较为突出，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均显示出作用。 同时，头

排而定，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特斯拉的确切通知。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孢硫脒应用范围广，对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皮肤及软组织感染、耳鼻喉感染、败血症、胆道

注册分类：原化学药品 6 类

感染、灼伤及外科感染、妇科感染、心内膜炎和化脓性脑膜炎等感染有确切的疗效，且安全性

药品生产企业：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高。

批件号：2018S00305
剂型：注射剂

(四)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

经检索国家药监局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共 17 个厂家获得注射用头孢硫脒的制剂批件共

(二)药品名称：注射用头孢硫脒
受理号：CYHS1101541 琼

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83232
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38 个，批准的规格为 0.5g、1.0g 和 2.0g。
根据 PDB 数据库国内重点城市医院销售统计显示，

2017 年注射用头孢硫脒销售总金

额约为 5.13 亿元。

信息。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公司

规格：0.5g

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不仅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而且药品获得批件后上市销售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

注册分类：原化学药品 6 类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注入等重大事项。

2018 年 07 月 12 日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目前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策划、商

波动。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 由于医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的影响，要视特斯拉在中国的生产具体安排而定，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特斯拉的确切
通知。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剂型：注射剂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83233

基地的采购需求做好相应的产能规划与准备工作。 至于特斯拉在上海建厂对公司

本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7 月 11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1、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特此公告。

方确立了长期的合作供货关系。 公司将依据特斯拉在中国新建工厂以及国外生产

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批件号：2018S00306

药品生产企业：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4、经核查，公司注意到近日有媒体发布了特斯拉在华独资工厂落户上海的相关
新闻报道。 公司 2014 年下半年与特斯拉建立合作关系，主要为其开发、生产车身结

重要内容提示：

(二)截止公告日，通用三洋在该类药品研发项目上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约 105 万元人民
币左右。

近日，通用三洋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
一、药品基本信息

公告编号：临2018-022

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www.sse.com.cn）。

证券简称：文灿股份

3、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
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