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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306� � � �股票简称:商业城 公告编号： 2019-039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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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投资者说明会于 2019年8月 29日下午 14:00至15:00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

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 e�访谈” 栏目召开。公司就终止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与交流，公司在信息披露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19年8月 2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号）。

2019年8月 29�日，公司董事长陈哲元、董事会秘书孙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卢平先生、郭加翔先生，深圳优依购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程嵘先生出席了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情况

在本次说明会上，公司就投资者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题及答复整

理如下：

问题 1：市场低迷，公司如何扭亏为盈？重组失败，后续还会重组?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一直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亏损问题，对内提升经营效率，

今年上半年已经比去年同期实现了大幅的减亏。公司承诺自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公告后的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续若有相关计划，公司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 2： 商业城决定终止筹划收购优依购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

原因是什么？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自筹划本次资产重组以来，一方面推动审计评估等各项

工作，另一方面与交易对方就包括交易作价、对赌条款等核心条款进行积极协商

谈判；但是，由于各方一直未能就相关条款达成一致，再加上复牌以来公司股价距

收盘价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交易各方认为本次资产重组不具备继续推进的条件，

经协商，各方一致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3：造成商业城多年经营持续亏损的主要原因？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百货零售在受宏观经济、东北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电商冲击等原因影响下，营业收入规模小、盈利能力较弱；同时公司存

在较重的有息债务负担，每年财务费用高，加上资产折旧和摊销金额比较高，成为

公司多年经营亏损的主要原因。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4： 本次终止收购是因为存在损害买卖双方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而被迫

终止的？

答：投资者您好！本次交易是买卖双方基于独立商业判断，履行各自内部决策

程序后而进行的。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各方对部分核心条款的分歧较大，本次资

产重组已经不具备继续实施的条件， 经协商各方一致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不存在损害买卖双方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谢谢！

三、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

//sns.sseinfo.com）“上证e访谈” 。 公司相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

告。

在此，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1020� � � �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临2019-066号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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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东西藏博实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西藏博实”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15,029,57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21.8722%，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西藏博实计划自本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自本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20,800,000股（若计

划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

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3.9550%。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

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详见

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

定报刊媒体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20号）。

●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博实累计减持股份15,

382,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248%，现持有公司股份115,029,578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1.8722%。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博实的 《关于公司减

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现将有关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西藏博实

5%

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130,411,678 24.7970%

IPO

前 取 得

：

130,411,

678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

数量

（

股

）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

金额

（

元

）

当前

持股

数量

（

股

）

当前

持股

比例

西藏博实

15,382,

100

2.9248

%

2019/5/29

～2019/8/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

大宗

交易

8.5 -

11.70

143,878,

445.00

115,

029,

578

21.87

22%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

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西藏博实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是股东的正常减

持行为，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

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西藏博实实施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其在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西藏博实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以及减持计划实施的具体时

间。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300189� � � �证券简称：神农科技 公告编号：2019-081

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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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28日，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为使投资者

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19年

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300300� � � �证券简称：汉鼎宇佑 公告编号：2019-077

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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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28日，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

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已于2019年8月30日刊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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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868� � � �证券简称：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2019-046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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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8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新县城沿江南路1号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0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74,007,28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14.43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能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胡苏平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现场会

议；

4、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选举的3名董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启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76,084,553 64.2627 2,817,700 1.0283 95,105,032 34.7090

2、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杨慧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75,977,930 64.2238 3,121,823 1.1393 94,907,532 34.6369

3、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倪洁云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75,980,730 64.2248 2,921,523 1.0662 95,105,032 34.709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75,435,630 64.0258 98,571,655 35.974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选举李启文

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提案

59,084,454 95.1445 2,817,700 4.5373 197,500 0.3182

2

关于选举杨慧女

士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提案

58,977,831 94.9728 3,121,823 5.0272 0 0.0000

3

关于选举倪洁云

女士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提案

58,980,631 94.9773 2,921,523 4.7045 197,500 0.3182

4

关于修改

《

公司

章程

》

的提案

58,435,531 94.0996 3,664,123 5.900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4项议案应以特别决议审议， 即以同意票所代表股份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其余议案以普

通决议审议，即以同意票所代表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杨辉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辉、肖明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

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0868� � � �证券简称： 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2019-047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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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张能勇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构成人员的决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根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选举结果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相

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人员构成如下：

1、战略决策委员会：（3人）

主任委员： 张能勇

组成人员： 刘纪显、刘娥平

2、审计委员会：（3人）

主任委员：刘娥平

组成人员：倪洁云、何伟光

3、提名委员会：（5人）

主任委员：刘纪显

组成人员：刘娥平、张能勇、温增勇、倪洁云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

主任委员：倪洁云

组成人员：刘纪显、李启文

上述委员会的基本职责、决策程序及议事规则按照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781� � � �证券简称：辅仁药业 公告编号：2019-055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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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份冻结的基本情况

2019年8月28日，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通知 （2019司冻

0828-03号），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沪0115财

保941～944号】，对控股股东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仁集团” ）

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4,014,999股和限售流通股228,388,539股进行了

轮候冻结。冻结期限3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二、控股股东的冻结情况

截至目前，辅仁集团与一致行动人北京克瑞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306,909,28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8.94%。辅仁集团持有公司股

份282,403,53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5.03%，本次冻结后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

282,403,538股， 占辅仁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1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5.03%。其中已质押股份67,951,412股，占辅仁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24.06%。

控股股东辅仁集团本次持有股份冻结暂不会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辅仁

集团正在积极处理相关事项。

三、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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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0781� � � �证券简称：辅仁药业 公告编号：2019-056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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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关注到近期公

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现就公司存在的有关风险向全体投资者提示如下，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相关风险提示

1、控股股东股权冻结风险。

截止目前，公司控股股东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仁集团” ）

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282,403,53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5.03%，占辅仁集团持

有公司股份比例为100%，且存在多次轮候冻结情形。

2、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资金存在限制性用途，且存在债务逾期情况，资金流动性不足。公司目

前资金短缺可能造成产能不足，并影响相关产品销售。

3、立案调查风险。

2019年7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调查通知书》，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2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临

2019-042）。

截止本公告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

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向广大投资者披露相

关进展情况。

如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且依据行政处罚

决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

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面临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4、截止目前，2018年度权益分派尚未实施，公司董事会将尽力筹措资金，尽

快安排发放。公司将在资金充分准备后另行安排权益分派事项，相关进展将及时

公告。

二、其他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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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52� � �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2019-040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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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8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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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9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9年8月28日15:00�至2019年8月2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A2座12

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杜广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14人， 代表股份数量458,173,

1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8.921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股份数量457,765,22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58.8686%。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数量407,97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0.0525� %。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3人，代表股份1,416,89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0.1822� %。

2、公司部分董事和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候选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3、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刘旸律师、彭晨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并

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所有议案，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议案1.00� � �关于增补何治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7,793,2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71％；反对379,9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6,91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1818％； 反对379,9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1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2.00� � �关于增补张晓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7,793,2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71％；反对379,9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6,91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1818％； 反对379,9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1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旸、彭晨怀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的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3998� � �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19-065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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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目前尚未

取得冻干粉针剂（抗肿瘤药）类药品生产批件，相关药品尚处于研发阶段，后续

需要进行药品注册等相关审批后方能生产并上市销售；

● 药品研发存在周期长、环节多等不可预测的风险，研发进度、结果及未

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方盛利普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利

普” ）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短期内不会对公司及方盛利普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

近日，方盛利普收到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现

将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主要内容

1、企业名称：湖南方盛利普制药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

长沙市高新开发区嘉运路299号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2楼

3、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

长沙市高新开发区嘉运路299号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2

楼：冻干粉针剂（抗肿瘤药）

4、证书编号：湘20190230

5、有效期：至2024年8月25日

6、发证机关：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生产线情况

生产线名称 年生产能力 对应在研药品

无菌冻干生产线

60

万支

/

年

注射用紫杉醇

（

白蛋白结合型

）、

注射

用迪安替康钠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生产线建设累计投入约5,540.06万元，包括厂房装

修、购买设备、产品线认证等费用。

三、对应在研药品相关情况

1、在研药品名称：

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注射用迪安替康钠

2、剂型：注射剂

3、适应症：

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治疗联合化疗失败的转移性乳腺癌或辅助

化疗后6个月内复发的乳腺癌。

注射用迪安替康钠是一种结直肠癌的治疗药物，为公司独家研制且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专利产品，属化药1类新药。

4、研发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处于药学研究阶段；注

射用迪安替康钠正在进行临床I期试验。

5、国内外同类产品市场情况：

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由美国阿博利斯生命科学公司开发，最早于

2005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英文商品名为Abraxane， 现已在美

国、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经查询，国内有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获得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的药品注册

批件。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紫杉醇注射剂销售额

超过50亿元。据IMS数据库资料，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2017年全球销

售额约为12.80亿美元， 中国销售额约为2.70亿美元。 恒瑞医药 （sh.600276）于

2018年9月公告获得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药品注册批件，其2018年年

报中未披露销售及生产的相关信息。石药集团（hk.01093）于2018年2月公告获

得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药品注册批件。据国信证券研究报告数据，石

药集团生产的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商品名：克艾力）2018年销售收

入共计约4.30亿港元。

注射用迪安替康钠为公司独家研制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产品，目前

尚未在国内外上市销售。

四、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方盛利普本次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有利于其未来生产经营的顺利开

展，但短期内不会对公司及方盛利普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相关生产线对应

的可生产药品仍处于研发阶段，暂未进行药品生产、工艺验证、注册申请。由于药

物研发的特殊性，从产品研发到投产上市存在周期长、环节多等不可预测的风

险，研发进度、结果及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

研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