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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相关情况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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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沃科技军民融合板块主要生产自行舟桥、特种舟桥、军辅船、游船、全回转拖轮等军用、军民两用品，
同时开展民用船舶、海上生活平台、钢结构、网架工程施工等，上海电气不从事以上业务，双方在该业务板

公司于2018年8月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电气对外投资公告》）。

块不存在同业竞争。
（三）上海电气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与天沃科技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上海电气承诺如下：

一、本次交易双方的同业分析

“
1、本公司保证不利用自身对天沃科技的控股关系从事有损天沃科技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一）天沃科技及上海电气业务情况

2、在光伏领域，本公司承诺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与天沃科技独立参与市场竞争，不损害天

天沃科技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有关标准，属于专业技术服务业，主营业务包
括能源工程服务、高端装备制造、军民融合业务等三大板块：
业务板块

沃科技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 对于上海电气承接的光伏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同等条件下在征得业主同意
3、在火电、风电、光热发电等能源工程服务领域，本公司将保持天沃科技独立参与市场竞争，支持天沃

1

能源工程服务

从事电力行业工程EPC总包业务和电力工程设计咨询等服务

科技发挥其固有优势。 若本公司在市场中独立获得相应业务订单，在天沃科技的能力范围内，同等条件下

2

高端装备制造

提供压力容器及成套装备从设计、制造、安装到售后技术服务的全过程解决方案

在征得业主同意后优先将设计业务发包至天沃科技。

3

军民融合

生产多种军用、军民两用特种装备及军备维保服务，生产民用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维修、技术服务及咨询服务

天沃科技的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区域电厂、自备电站、热电联产等火电工程，光伏、风电和光热等新能
源工程及输变电工程，炼化、化工、煤化工、电力领域非标压力容器，自行舟桥、特种舟桥、军辅船、游船、全
回转拖轮等军用、军民两用品，民用船舶、海上生活平台、钢结构、网架工程施工等。
上海电气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有关标准，属于通用设备制造业，主营业务包
括新能源及环保设备、高效清洁能源设备、工业装备、现代服务业四大板块：
业务板块

4、在化工压力容器领域，本公司保持天沃科技独立参与市场竞争，支持天沃科技提高其在非标压力容
器领域的竞争优势。
5、在核电设备领域，本公司将保持天沃科技独立参与市场竞争，在天沃科技能力范围内，同等条件下，
优先釆购天沃科技的核电设备零部件产品。
各项承诺，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此给天沃科技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针对本公司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就本次同业竞争相关安排的考虑分析如下：

1

新能源及环保设备

设计、制造和销售核电核岛设备与风电设备，提供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电站环保、污
水处理和分布式能源系统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2

高效清洁能源设备

设计、制造和销售火电设备、核电常规岛设备和输配电设备

3

工业装备

设计、制造和销售电梯、电机、机床及其他机电一体化设备

沃科技与本公司在之前的业务开展过程中均保持了各自的优势， 考虑到上海电气与天沃科技均为上市公

现代服务业

提供电力和其他行业工程的一体化服务，提供金融产品及服务，提供国际贸易服务等
功能性服务

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与天沃
司，为保持双方的独立性、保护各自中小股东的利益，本公司承诺“

4

上海电气的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燃煤发电机组、风力发电机组、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核电核岛设备、核
电常规岛设备、输配电设备及其相关辅机和控制设备、电梯、机床、大中型电机、冶金装备铸锻件、电站EPC
工程、电站服务（电站改造、远程监控）、电梯维修保养、输配电工程、输配电检测服务、节能服务、金融服务
业、国际贸易等。

（一）光伏领域
在光伏领域，由于双方均从事光伏电站工程总承包业务，在该业务领域存在一定的同业竞争问题。 天

司，业务主要通过下属公司进行。 除上海电气外，电气总公司所控制的核心企业还包括上海海立（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立股份” ），海立股份主营业务为空调压缩机及电机的生产和销售。 电气总公司
及其所控制的除上海电气外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从事与天沃科技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情况。

科技独立参与市场竞争” ，同时，考虑到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成为天沃科技控股股东，本公司承

示期5日。公司的左乙拉西坦缓释片、奥美沙坦酯氢氯噻嗪片进入该名单。现公司将上述产品的有关情况公告

坏死因子-α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如下：

一、药物基本情况

一、药品信息

1、药物名称：重组全人源抗肿瘤坏死因子-α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1、药品名称：左乙拉西坦缓释片
剂型：片剂

2、批件号：2018L02632

受理号：CYHS1800133、CYHS1800134
申报阶段：生产

4、规格：0.8mL：40mg

注册分类： 化药3类

5、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申请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优先评审理由：同一生产线生产，2015年美国上市

7、申请人：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药品名称：奥美沙坦酯氢氯噻嗪片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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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剂型：片剂
受理号： CYHS1800142、CYHS1800143、CYHS1800144
申报阶段：生产

二、药物的其他相关情况

服务业板块服务范围较广，其中含有电站工程、输配电工程业务，此外新能源及环保设备、高效清洁能源设
备板块为相关工程业务提供设备。 双方部分业务处于同一领域，但业务模式、客户对象、产品结构存在如下
差异：

1、左乙拉西坦缓释片：公司于2015年5月获得FDA的通知，公司向美国FDA申报的左乙拉西坦缓释片新
药简略申请获得批准；2018 年6 月， 公司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的药品注册申请

发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相关要求，公司可在后续将适应症外推至用于治疗成年中重度慢性斑块型银屑病。

获得受理。

FDA” ）批准在美国上市，于2003年8月通过欧盟药品管理局（以下简称“
EMA” ）
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上海电气不具备相关设计勘察资质，主要系设备供应商，在以往上海电气作为工程总承包的光伏电站项目

批准在欧盟地区上市，2010年该产品通过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截至目前，阿达木单抗共批准用于治疗包括

（1）在火电领域，从业务模式上来看，天沃科技下属中机电力是一家具有电力工程行业多项甲级资质
备制造商，并以销售设备为目的承接相关项目，不从事电力工程设计。 从产业定位来看，天沃科技主要为大
型工业企业、工业园区提供以热电联产为主的自备电厂、动力岛工程服务，系为用户自用电源点；上海电气
主要为五大电力公司和地方电力公司电源点提供电力工程服务。 从装机容量来看，天沃科技从事的热电联
产火电工程项目装机容量主要在350MW及以下；上海电气从事的火电工程项目装机容量大多在600MW及
以上。 因此，天沃科技和上海电气在火电领域业务模式、产业定位、装机容量上具有较大差异，不存在实质
性的同业竞争。
（2）在风电领域，天沃科技从事风电工程总承包，不具备设备生产能力，进入风电工程服务行业时间
较短；上海电气是我国风电设备最重要的制造商之一，目前未从事风电工程服务，双方在业务上没有重叠，
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3）在光伏领域，天沃科技与上海电气均从事光伏电站工程总承包，在该业务领域双方存在同业竞争
工程服务方面均保持了各自的优势，天沃科技具有光伏电站相关设计勘察资质，上海电气则凭借长期的火
电工程项目经验积累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和运作优势，同时开展该业务并不会对双方产生实质性损害影响。
（4）在光热发电领域，天沃科技投资并总承包的玉门郑家沙窝熔盐塔式5万千瓦光热发电项目，系我
国第一批20个太阳能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技术路径为熔盐塔式二次反射聚光发电。 上海电气的光热项
目运作主体为与BrightSource HK Holding Limited合资设立的上海电气亮源光热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路径
为塔式聚光发电。 目前光热领域在我国尚处于示范推广阶段，各种技术路径尚处于竞争完善阶段，市场规
模及发展空间存在不确定性，业主方主要根据项目建设位置、技术偏好以及政策支持选择合适的技术路径
并确定具备相应能力的总承包商。 由于天沃科技和上海电气在光热发电领域的技术路径不同，各自项目的
差异性较大，因此目前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户，少部分为工业企业客户，目前天沃科技输配电工程业务主要在国内西南地区开展；上海电气输配电业
务主要是输配电相关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工程服务类的业务大部分在国外开展。 天沃科技与上海电气的输
配电业务在业务区域、服务内容和客户类型上均有所差异，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spondylitis)、克罗恩病（Crohn’ s disease)、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牛皮癣（Plaque psoriasis）以及多

噻嗪片新药简略申请获得正式批准；2018年6

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等多种适应症。 其中国内市场，该产品经国家药监局

药品注册申请获得受理。

（二）火电、风电、光热发电领域

同等条件下在征得业主同意后优先将设计业务发包至天沃科技” ， 本公司系我国最大的装备制造集团之
一，在火电、风电、光热发电领域工程服务中主要从事设备制造，由于本公司不具备电力工程设计资质，在
以往的火电项目中亦是将相关工程设计业务分包给第三方执行，若本公司未来开展相关电力工程服务，亦

（三）化工压力容器领域
在化工压力容器领域，本公司仅为利用边际产能经营少量化工压力容器业务，而天沃科技为我国化工非
的同业竞争。考虑到上海电气与天沃科技均为上市公司，为保持双方的独立性、保护各自中小股东的利益，本
公司承诺“
保持天沃科技独立参与市场竞争，支持天沃科技提高其在非标压力容器领域的竞争优势” 。

天沃科技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务主要为石油炼化、煤化工及其他化工、有色等领域非标压力容器，此外
还涉及少量核电设备制造，主要为提供核电设备零部件产品，近两年生产的主要产品为核电应急柴油机组
系统、润滑油罐、膨胀水箱、日用燃油罐、低温低压回路主热交换器、冷凝器等核电系统的配套设备。 上海电
气系我国最大的装备制造集团之一，是我国最重要的核电主设备制造商，此外还涉及部分化工压力容器装
备制造。

目前在欧盟及美国上市的阿达木单 抗生物仿制药制造商有AMJEVITA （Amgen Inc）、CYLTEZO

标压力容器仅是为利用边际产能而开展的业务，近三年在上海锅炉厂收入中占比平均不超过2%，近三年在
上海电气收入中占比平均不超过0.2%。 天沃科技为我国化工非标压力容器的重要厂商， 专业从事石油炼
化、煤化工等领域非标压力容器制造，在业界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和知名度，常年保持一线供应商的地位，
业务收入为天沃科技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近三年中上海锅炉厂所生产的主要化工压力容器为东方炉等气
化炉产品，并不生产航天炉；天沃科技所生产的气化炉产品主要为航天炉，东方炉和航天炉在技术路线上
存在较大差异，制造商相对固定，客户会根据其项目情况决定采购何种类型的汽化炉后再选择供应商。 综
上，上海电气所经营的少量化工压力容器业务与天沃科技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2017年， 修美乐全球销售额为184.3亿美元 （数据来源于AbbVie公司官网http://investors.abbvie.com

生产的主要产品为核电核心装备，在堆内构件、控制棒驱动机构的市场优势显著；天沃科技进入核电设备
领域时间相对较晚，具备的资质为民用核电产品核二级资质，所生产的核电产品主要为核电设备配套零部
件产品，产品结构和加工能力与上海电气存在较大差异。 天沃科技核电设备配套零部件产品市场份额小，

年奥美沙坦酯氢氯噻嗪片美国市场销售额约2.51亿美元（数据来源于IMS数据库），国内医院销售额约人民
币1600万元（数据来源于咸达数据库）。

/static-files/8f8ea49f-4735-404c-be08-2f963441b74d）。

截止目前，公司在奥美沙坦酯氢氯噻嗪片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985万元。

三、风险提示

三、主要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研发容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审评政策及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上述产品存在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

医药产品的研发，包括临床试验以及从注册申报到产业化生产的周期较长，环节较多，存在着技术、审核
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未来产品的竞争形势也将发生变化。公司将密切关注药品注册申请的实际进展情

申请公示期被提出异议的风险，且能否成功上市及上市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产品的后续进展，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核电设备领域
在核电设备领域，本公司为我国主要的核电核心设备制造商，具备民用核电产品核一级资质和超过20

特此公告。

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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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年的生产经验，天沃科技拥有民用核电产品核二级资质，且主要以核电设备配套零部件为主，本公司与天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沃科技在生产资质、产品结构、加工能力方面均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考虑到上海
董

事

会

董

二零一八年八 月十一日

科技独立参与市场竞争” ，同时，本公司承诺“
在天沃科技能力范围内，同等条件下，优先釆购天沃科技的

情况下，本公司优先采购天沃科技的生产的零部件产品并不会损害上海电气及中小股东利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公告

本公司保证不利用自身对天沃科技的控股关系从事有损天沃科技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该承诺
在本公司作为天沃科技直接/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本公司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如
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此给天沃科技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公司上述对于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事项作为 《关于收购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以及表决
权委托的议案》内容的一部分，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四届七十次会议审批通过。 上述具体内容可详见天沃科
技于2018年8月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
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三、同业竞争相关承诺对上海电气的影响
上海电气看好天沃科技的发展，实施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为获得天沃科技控制权。 通过本次交易，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6]93 号)的规

的信用级别。 其他类别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根据基金合同制订相应的证券信用级别限制，

金合同， 本公司旗下基金及未来本公司发行的其他基金可以投资于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交

若基金合同未订明相应的证券信用级别限制，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则应为BBB 以上(含BBB)。

易的资产支持证券。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特制定本公司旗下基金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方案并公告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公司旗下所有可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的证券投资基金，包括本公告公布后成立的可投资于资产支持

上海电气与天沃科技在其能源工程服务板块及高端装备制造板块所从事的部分业务有一定的重合，
在能源工程服务板块（包括火电、风电、光伏、光热发电等），上海电气首先承诺支持天沃科技独立参
装备制造，而天沃科技具备电力工程设计资质，可从事能源工程服务中的电力工程的设计和咨询。 在以往

9、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限制有特殊规定的，以法律法规或

四、风险控制措施

二、投资策略

本公司将在充分考量各基金组合投资风格和流动性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内部信用评估、投资授信控制、

本公司旗下基金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基础上，根据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违约
风险等变化，在对资产支持证券的基础资产质量、发行条款、提前偿付风险等进行仔细研究和比较之后，选择
风险收益调整后相对价值较高的资产支持证券进行投资，并综合运用久期管理、行业及地域分析、信用评级

因此，上海电气承诺同等条件下在征得业主同意后将优先将设计发包至天沃科技，并不会损害上海电气及

支持等策略进行组合管理。 同时将严格控制资产支持证券的总体投资规模并进行分散投资，以降低组合流

中小股东利益。

动性风险。

工压力容器业务，而天沃科技为我国化工非标压力容器领域的重要厂商，上海电气承诺保持天沃科技独立
参与市场竞争，不会损害上海电气及中小股东利益。 在核电设备领域，上海电气与天沃科技在生产资质、产
品结构、加工能力方面均具有较大的差异，上海电气作为我国主要的核电核心设备制造商，在经营业务的
到相关要求的情况下，优先采购天沃科技的生产的零部件产品并不会损害上海电气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上海电气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不会限制上海电气的业务正常发展， 不会损害上海电气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基金基金合同的特殊规定为准。

证券的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电气作为工程总承包的相关能源工程项目中，上海电气亦是将相关工程设计业务分包给第三方执行。

在高端装备制造板块，上海电气系我国最大装备制造集团之一，下属公司仅利用边际产能经营少量化

8、证券投资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
之日起3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力，提升天沃科技价值。 同时，本次交易是上海电气完善产业布局、提高上海电气能源产业板块综合实力的

为避免与天沃科技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上海电气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应不低于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AAA级或相当于AAA级

定及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的基

重要举措，符合上海电气战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加快上海电气向“
制造+服务” 的业务转型升级。

投资交易监控等方法，防范资产支持证券投资可能面临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提前偿付风险、
法律风险和操作风险。
同时，本公司将对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进行全程合规监控，通过事前控制、事中监督和事后报告检查等方
式，确保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的合法合规。
五、信息披露方式

三、投资限制

本公司将按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

本公司管理基金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除了遵守各基金合同中已有的投资限制外，还将遵守下述有关资
产支持证券投资比例与期限的限制：

通知》、本公司旗下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及时、充分披露所管理的基金投资资
产支持证券的情况，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1、单只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

漏。

的10%。

本公司将在基金年报及半年报中披露所持有的资产支持证券总额、资产支持证券市值占基金净资产的

2、单只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和报告期内所有的资产支持证券明细。

10%。

特此公告。

本公司将在基金季度报告中披露所持有的资产支持证券总额、资产支持证券市值占基金净资产的比例

3、单只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20%，中国证监会规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个年度，上海电气生产的核电设备以核电核心装备为主，天沃科技在其所生产的相关核电设备零部件产品

2018年8月10日

上较上海电气具备成本优势，上海电气并未承接过天沃科技生产的核电设备配套零部件产品。 因此，双方

和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净资产比例大小排序的前10 名资产支持证券明细。

定的特殊品种除外。

六、相关提示
法律法规对上述事项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执行。

4、本公司管理的全部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
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10%。

股票简称：怡亚通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公告编号：2018-24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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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怡亚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怡亚通控股” ）通知，获悉怡亚通控股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持公
司部分股份已于2018年8月9日解除质押。 具体情况如下：

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回
购股份决议公告前一个交易日（即2018年7月30日）及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18
年8月8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或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初始
交易日

到期
购回日

质权人

是

2,650万股

2017年1月5日

2020年1月3日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亚通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67,433,500.00

36.15

2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增利2号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75,437,913.00

3.55

3

万忠波

60,011,218.00

2.83

4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享进取明达1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730,397.00

1.02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销售及近期购得土地使用权情况简报

20,009,958.00

0.94

16,853,570.00

0.79

3.45%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小盘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5,009,836.00

0.71

8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明达7期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115,310.00

0.52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870,253.00

0.51

2018年7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59.80万平方米，同比增加90.81%；签约销售金额150.01亿元，同比增加

10

池益慧

9,087,300.00

0.43

96.84%。 2018年1-7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面积418.16万平方米，同比增加30.78%；签约销售金额900.97亿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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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相关决议公告已于2018年7月31
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并将提交公司2018年8月15日召开的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5、上海市徐泾项目，该项目位于青浦区徐泾北大型社区经十路西侧，东至经十路、南至纬六路、西至经九
路、北至新开横河；土地面积39,143.9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97,859.7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使
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324,503.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100%的权益。

元，同比增加46.94%。 上述签约销售面积和金额统计口径包含公司参与投资的全部房地产项目。 鉴于销售过

6、南京市岱山项目，该项目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岱山，东至岱山中路、南至岱山北路、西至周

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以上统计数据仅供投

村街、北至天保桥路；土地面积26,828.82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80,486.5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混合用地；

资者参考。

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114,000.00万元，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

1

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67,433,500.00

36.15

2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增利2号证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75,437,913.00

3.55

3

万忠波

60,011,218.00

2.83

4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享进取明达1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20,504,297.00

0.97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
20,009,958.00
投资基金

0.94

6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明达12期私募投资基金 16,853,570.00

0.79

2、天津市中关村科技城项目，该项目位于天津市宝坻区朝霞路与中关村大道交口，东至规划纵一路、南

8、南京市南京南站站西项目，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南京南站南广场站西片区，东至江南路、南至宏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型
15,009,836.00
证券投资基金（
LOF）

0.71

至规划横三路、西至规划朝霞路、北至中关村大道；土地面积60,499.8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08,900.00平方

运大道、西至绿都大道、北至金阳西街；土地面积108,521.76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404,800.00平方米；土地用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1,184,353.00

0.53

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服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45,

途为商服用地、商务办公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酒店式公寓40
年、其他用地按法定最高出让年限；成交总价为491,000.00万元，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拥有

9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明达7期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600.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16.2%的权益。
11,115,310.00

0.52

3、郑州市双鹤湖54号项目，该项目位于郑州市航空港区南部双鹤湖片区，东至孙武路、南临双鹤湖中央

10

池益慧

9,087,300.00

0.43

公园、西临梁州大道、北至志洋路；土地面积32,522.3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81,305.8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居

二○一八年八月十日

公告编号：201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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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18年8月8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2018年8月11日

公告编号：【CMSK】2018-070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明达12期私募投资基
金

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为540,023,13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70.37%，占公司总股本的25.44%。

特此公告。

7、本公司上述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须具有评级资质的资信评级机构进行持续信用评级。

6

二、股东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动在内的各项风险。

浮动利率资产支持证券的剩余期限以计算日至下一个利率调整日的实际剩余天数计算。

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怡亚通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767,43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15%。其所持有公

向投资者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上
述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方案和风险控制措施。 敬请投资者关注包括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可能导致的基金净值波

6、货币市场基金可投资于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含397天)的资产支持证券。 债券基金、股票基金、混合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上述股份的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1月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股票代码：002183

5、因市场波动、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不符合第2
条和第3条规定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10 个交易日内调整完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行业领先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1）。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东名称

本公司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基金等其他类别的基金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的期限，依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的约定执行。

一、董事会回购股份决议公告前一个交易日（即2018年7月30日）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特此公告。

自2018年6月销售及购地情况简报披露以来，公司近期新增8个项目，情况如下：

限公司拥有该项目100%的权益。

1、武汉市金银湖项目，该项目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东至柏银公路、南至环湖路、西至规划路，

7、嘉兴市优优秀湖项目，该项目位于嘉兴市秀洲国家高新区，东至外港路、南至新塍塘路、西至秀园路、

北至田园东路；土地面积68,130.7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229,947.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商服用地；

北至九里路；土地面积88,534.0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59,361.2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土地使用年

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服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58,830.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20%的权益。

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159,626.8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30%的权益。

住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38,238.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49.5%的权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8月8日。 具体内容详见于2018年7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2018年8月10日

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修订稿）》（公告编号：2018－239）。

该项目14.28%的权益。
上述新增项目情况统计口径包含公司参与投资的全部房地产项目。 鉴于未来公司可能就部分项目引入
合作者，影响招商蛇口在项目中所占权益比例。 上述比例供投资者作阶段性参考。

4、郑州市双鹤湖56号项目，该项目位于郑州航空港区南部双鹤湖片区，东至规划电子科技二街、南临双

特此公告。

鹤湖中央公园、西临梁州大道、北至公园北二路；土地面积36,791.2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73,582.40平方米；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40,369.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50%的权益。

证券代码：600053
证券代码：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临2018一060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股票代码：002202

股权解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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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披露事项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18-045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Kunwu Jiud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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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一日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编号： （临）2018-079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会

核电设备零部件产品上较上海电气具备成本优势，因此在天沃科技的技术能力、产品质量达到相关要求的

2016、2017年两年并未实现核电设备配套零部件销售收入，2015年实现的销售收入仅85万元人民币。最近三

股票代码：002183

事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一日

核电设备零部件产品” ，本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需要向第三方采购零部件，目前天沃科技在其所生产的相关

过程中需要向第三方采购相关设备配套零部件，因此，上海电气承诺在天沃科技的技术能力、产品质量达

（2）在核电设备领域，上海电气拥有超过20年的核电设备生产经验，具备民用核电产品核一级资质，

SANKYO）研发，于2003年在美国上市。 美国境内，奥美沙坦酯氢氯噻嗪片生产厂商有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Mylan和Sun Pharmaceutical；国内生产厂商目前有第一三共制药（上海）有限公司。 据统计，2017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等。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与市场竞争。 上海电气系我国最大装备制造集团之一，不具备电力工程设计资质，在能源工程服务中侧重

（1）在化工压力容器领域，上海电气该业务主要由上海电气二级子公司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经营，但
上海锅炉厂作为国内最大的电站锅炉生产企业之一，所生产的压力容器主要为电站锅炉相关，化工领域非

月， 公司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的

奥 美 沙 坦 酯 氢 氯 噻 嗪 片 主 要 用 于 治 疗 高 血 压 。 奥 美 沙 坦 酯 氢 氯 噻 嗪 片 由 第 一 三 共（DAIICHI

批准可以用于三个适应症，分别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及成年中重度慢性斑块型银屑病。

文件，申报生产注册批件。

标压力容器领域的重要厂商，本公司与天沃科技在业务定位、技术路线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不存在实质性

770万元。

2、奥美沙坦酯氢氯噻嗪片：公司于2017年4月获得FDA的通知，公司向美国FDA申报的奥美沙坦酯氢氯

公司将严格按照批件要求开展临床试验， 并于临床试验结束后向国家药监局递交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

业主同意后优先将设计业务发包至天沃科技，并不会损害上海电气及中小股东利益。

海电气成为天沃科技的控股股东，有助于提升天沃科技的业务拓展能力和资金实力，增强天沃科技竞争实

2、高端装备制造板块

截止目前，公司在左乙拉西坦缓释片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

东利益。

告书》以及于2018年8月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5）在输配电业务领域，天沃科技主要业务为电网工程项目和少量配电端业务，主要客户为电网客

药品上市销售。 据统计，2017年左乙拉西坦缓释片美国市场销售额约1.05亿美元（数据来源于IMS数据库）。

总承包项目，同等条件下在征得业主同意后将优先将设计发包至天沃科技，并不会损害上海电气及中小股

电气与天沃科技均为上市公司，为保持双方的独立性、保护各自中小股东的利益，本公司承诺“
将保持天沃

的情况，但是由于光伏EPC市场规模较大，且市场竞争格局较为分散、行业集中度不高，双方此前光伏电站

左乙拉西坦缓释片主要用于治疗癫痫。 左乙拉西坦缓释片由UCB INC研发，于2008年在美国上市。 美国
境内，左乙拉西坦缓释片生产厂商有 ACTAVIS、TEVA、MYLAN PHARMACEUTICALS等；国内尚未有该

类风湿性关节炎 （Rheumatoid arthritis）、 银屑病关节炎 （Psoriatic arthritis）、 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需要将相关设计业务分包给第三方执行。 因此，本公司承诺在天沃科技的能力范围内，同等条件下在征得

的设计院，具有较强的设计能力，电力工程总承包中侧重电力工程的设计和咨询；上海电气主要系发电设

优先评审理由：同一生产线生产，2017年美国上市
二、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单抗原研药（修美乐）于2017年5月在我国获批用于成年中重度慢性斑块型银屑病患者，按照生物类似药研

沃科技” ，天沃科技具备光伏电站相关设计勘察资质，在其总承包业务中侧重于电力工程的设计和咨询；而

其固有优势” 。 同时，本公司承诺“
若本公司在市场中独立获得相应业务订单，在天沃科技的能力范围内，

天沃科技的能源工程服务主要为电力工程设计及总承包，主要由下属中机电力实施。 上海电气的现代

申请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类似药产品，与可溶性的重组人hTNFα结合，主要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因阿达木

阿达木单抗原研药（修美乐）由艾伯维（AbbVie）生物制药公司研发，于2002年底首次通过美国食品药

方的独立性、保护各自中小股东的利益，本公司承诺“
保持天沃科技独立参与市场竞争，支持天沃科技发挥

1、能源工程服务板块

注册分类： 化药4类

局下发的临床试验批件，同意该药物进行临床试验。 截至目前，公司已合计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5000万元。

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因此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考虑到上海电气与天沃科技均为上市公司，为保持双

根据天沃科技的业务板块分类，对双方的业务情况对比分析如下：

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三十一批）》，将拟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及其申请人予以公示，公

（以下简称“
华奥泰”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重组全人源抗肿瘤

对于上海电气承接的光伏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同等条件下在征得业主同意后将优先将设计发包至天
诺“

在火电、风电、光热发电等能源工程领域，由于在业务模式、客户对象、产品结构、业务定位、技术路线

（二）天沃科技及上海电气业务差异分析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 ）发布《拟纳入优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全人源抗肿瘤坏死因子-α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为公司从美国Oncobiologics公司引进的阿达木单抗

中，上海电气亦是将相关工程设计业务分包给第三方执行。 因此，上海电气承诺对于承接的光伏电站工程

上海电气控股股东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总公司” ），电气总公司为控股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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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华奥泰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临床试验申请并获得受理；近期，公司收到国家药监

二、同业竞争相关安排的考虑

主要内容

公告编号：临2018-075号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批准本品进行临床试验。

6、本承诺在本公司作为天沃科技直接/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本公司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

股票代码：600521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产品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的公告

3、剂型： 注射剂

后将优先将设计发包至天沃科技。
主要内容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8月3日，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 、“
本公司” ）董事会四届七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以及表决权委托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本

排的考虑及决策程序、所作同业竞争承诺对上海电气的影响等情况作出如下说明：

公告编号：临2018-0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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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核电设备领域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3、军民融合板块

现就本公司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沃科技” ）之间同业竞争情况、作出相关安

股票代码：600521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可转债简称：电气转债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B20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8年8月10日，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
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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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质押的目的

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江集团” ）的通知：中江集团于2018年8月10日将原质押给中信证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8月10日收到公司董事冯伟先生的书面辞

包钢集团本次股份质押系为补充企业流动性资金需求。

券股份有限公司的522万无限售流通股全部解除质押，并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解

职报告, 冯伟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其已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并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包钢集团” ）出具的《进行股票质押的函》，包钢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

2、资金偿还能力

押登记手续。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进行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包钢集团资信状况良好，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具备相应的资金

2018年8月10日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包头钢铁（集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包钢集团于2018年8月9日将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138,889万股在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偿还能力。
3、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无不同意见。 辞职后，冯伟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冯伟先

1、 出质人名称：中江集团；
2、 解除质押时间：2018年8月10日；

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冯伟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董

3、 解除质押股份数量：52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0%；

事会的正常运作。

公司（以下简称“
银河证券” ）办理了期限一年的质押融资业务，本次业务已由银河证券于2018年8月9日

本次质押设预警履约保障比例和平仓履约保障比例，如低于平仓履约保障比例，可能引发质权人对质

截止本公告日，中江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313,737,30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72.37%。 本次解押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了申报手续。 本次质押138,889万股的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8月9日，交易到期

押股份的平仓行为。 以上风险引发时，包钢集团将采取追加保证金或追加质押股票、提前归还融资或提供

后，中江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300,987,2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为95.94%、占本公司总股

质权人认可的抵质押物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并及时通知公司。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本比例为69.43%。

日为2019年8月9日。
二、控股股东股票质押情况
截至2018年8月10日，包钢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100,683.44万股，限售流通股1,390,782.11万股，
持股总数量2,491,465.5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4.66%。 本次质押后， 包钢集团共质押包钢股份股票966,
041.59万股，占持有总额的38.77%。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对冯伟先生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0日

董 事 会

董事会

2018年8月11日

2018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