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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5.56元/股，该发行价格已经四

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岷江水电” 、“上市公司” 、“公司” 或“本

公司”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本次新增股份

数量为603,221,096股。

●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新增股份已于2019年12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

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全部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上市公

司持有标的公司100%股权，标的公司已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置出资产涉及的相

关资产移交、变更登记、过户等手续正在办理中。

●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的简称与《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

的释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及批准文件

1、国家电网公司已批准同意本次交易；

2、国务院国资委已批准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3、 上市公司已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

4、交易对方已完成内部决策程序；

5、标的公司已召开股东会或作出股东决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6、国务院国资委已对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和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审核备案；

7、 上市公司已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

8、上市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已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职工安置方案；

9、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并批准信产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1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完成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事项的反垄断

审查；

11、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及向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2795号）核准。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履行完毕实施前全部必须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1.00元。

2、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1）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

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

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股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90%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6.23 5.61

定价基准日前60个交易日 7.92 7.13

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 8.25 7.43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90%，即5.61元/股，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2019年6月6日，上市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2018年12月31

日总股本504,125,155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0元（含税）。 上述权

益分派于2019年6月14日实施完毕，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5.56元/股。

3、交易对方和发行数量

（1）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信产集团、龙电集团、西藏龙坤，本次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加拿大威尔斯。

（2）发行数量

按照本次发行价格5.56元/股计算， 本次交易中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情况具体

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信产集团 310,644.95 558,713,938

2 龙电集团 3,784.95 6,807,464

3 西藏龙坤 20,961.03 37,699,694

合计 335,390.93 603,221,096

4、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 信产集团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龙电集团、西藏龙坤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信产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自动延长6个月。

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

监会、上交所的规定和规则办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

股份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

锁定。

若上述锁定期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将根据相关证券监

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三）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XYZH/2019BJA171636号《验资报告》，截至2019年12月20

日，岷江水电已收到信产集团、龙电集团和西藏龙坤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

计人民币603,221,096.00元（大写：陆亿零叁佰贰拾贰万壹仟零玖拾陆元整），岷江水

电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07,346,251.00元， 累计股本为1,107,346,251.00

股。

2019年12月2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已办理完毕。

（四）资产过户情况

1、标的资产

根据上市公司与信产集团、龙电集团、西藏龙坤及加拿大威尔斯分别签署的《资

产交割协议》，各方确认以2019年12月18日作为本次交易的交割日。 自交割日起，上市

公司即成为标的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及

义务、责任；交易对方不再享有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任何权利、权益，也不再承担与标的

资产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根据各标的公司所在地主管工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

书/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向标的公司换发的营业执照等文件以及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全部变更登记至上

市公司名下， 上市公司持有标的公司100%股权， 标的公司已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

司。

2、置出资产

根据上市公司与信产集团签署的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及《资产交割协议》，自交割日起，信产集团

即成为置出资产的合法所有者， 享有并承担与置出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 权益及义

务、责任；上市公司则不再享有与置出资产有关的任何权利、权益，也不承担与置出资

产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如由于变更登记未完成等原因未能及时履行形式上的移

交手续，不影响信产集团对置出资产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置出资产

涉及的相关资产移交、变更登记、过户等手续正在办理中。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金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

成，岷江水电已合法持有中电飞华、继远软件、中电普华、中电启明星100%股权，标的

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自交割日起，置出资产以及与置出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义务和风险已转移至

信产集团，信产集团享有和承担置出资产的一切权利、义务和风险。 置出资产的移交、

变更登记、过户等手续正在办理中，对本次交易的实施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记手续

已办理完毕。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除国网四川公司对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减持方式

有所改变外，本次交易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6、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7、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8、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未出现违

反该等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

9、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

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法律顾问大成律所认为：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交易各方有权按照相关批准和协议约定

实施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岷江水电与信

产集团已签署资产交割协议，自交割日起，置出资产及与置出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

义务、风险已转移至信产集团，置出资产的移交、变更登记、过户等手续正在办理中对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岷江水电已经完成本次交易新增注册注册资本

的验资手续及新增股份的证券登记手续， 交易各方为实施本次交易所履行的相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 本次交易实

施过程中，除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对所持岷江水电股份的减持方式有所改变外，相关

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实质性差异，不存在岷江水电资金、资产被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 亦不存在岷江水电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自岷江水电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之日至《北京大

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岷江水

电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动。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和承诺已经或者正在

被履行，未出现实质性违反协议或承诺的情形。 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

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 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

实质性法律障碍。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中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信产集团 310,644.95 558,713,938

2 龙电集团 3,784.95 6,807,464

3 西藏龙坤 20,961.03 37,699,694

合计 335,390.93 603,221,096

上述股份的限售期请参见本公告“一、本次发行概况” 之“（二）本次发行情

况” 。 上述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发行对象情况

1、信产集团

公司名称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330330555N

成立日期 2015年2月11日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政涛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技城北区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内C座4层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技城北区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内C座4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专业承包；安全防范工程；工程设计；软件开发；工程设计；零售计算机及配件、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计算机技术培训；合同能源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信产集团与上市公司均为国家电网控制的企业，信产集团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2、龙电集团

公司名称 龙电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031269786615

成立日期 1995年1月14日

注册资本 15,244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瀛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高科技开发区19栋B座

主要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209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煤炭批发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5月31日）。 电力生产、电厂检修、电力技术服务、投资兴办企

业、应用软件开发、服务；销售五金交电，销售自动化控制设备，开发生产销售电力设备，机电设备及

相关技术咨询。 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监控化学品，剧毒品），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开发、生产、销售保温管道。（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龙电集团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西藏龙坤

企业名称 西藏龙坤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195321419822K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3日

认缴出资额 75,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拉萨尊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立武）

注册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1507室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十号楼五层；

拉萨市柳梧大厦1507室

企业类型 非公司私营企业

经营范围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数据处理服务；信息传输、数据科技、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业务的管

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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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西藏龙坤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国网四川公司 120,592,061 23.92%

2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9,849,416 11.87%

3 阿坝州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654,661 7.87%

4 北京新华国泰水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202,100 4.60%

5 阿坝州投资发展公司 14,091,919 2.80%

6 王孝安 6,479,000 1.29%

7 郭林朋 6,000,035 1.19%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3,432,372 0.68%

9 罗明光 3,084,800 0.61%

10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18,384 0.56%

前十名股东合计 279,204,748 55.39%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本次新增股份登记日（即2019年12月27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信产集团 558,713,938 50.46%

2 国网四川公司 120,592,061 10.89%

3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9,849,416 5.40%

4 阿坝州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654,661 3.58%

5 西藏龙坤 37,699,694 3.40%

6 北京新华国泰水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202,100 2.10%

7 阿坝州投资发展公司 10,151,919 0.92%

8 龙电集团 6,807,464 0.61%

9 郭林朋 6,000,035 0.54%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4,606,137 0.42%

前十名股东合计 867,277,425 78.32%

注：国网四川公司与信产集团于2019年12月20日签署了《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和《表

决权委托协议》， 国网四川公司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25,206,35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无偿划转至信产集团， 并将其持有的95,385,704股限售流通股股份的表决权委

托给信产集团，具体请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披露的《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及表

决权委托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84号），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前述划转的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尚未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国网四川公司持有上市公司120,592,06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23.92%，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国家电网持有国网四川公司100%股权，国务院国

资委持有国家电网100%股权，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信产集团，由于信产集团为国家电网全资子公司，故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96,466,224 19.14% 603,221,096 699,687,320 63.1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407,658,931 80.86% - 407,658,931 36.81%

股份总数 504,125,155 100.00% 603,221,096 1,107,346,251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后， 随着上市公司原有主要配售电及发电资产置出和标的公司资产注

入， 上市公司主要业务由原来传统的配售电及发电业务转变为更富有成长性的新型

信息通信业务，包括云网基础设施、云平台、云应用（ERP、企业门户、电力营销等）等

业务，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活力。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

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相关内容。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毕明建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项目主办人 李天万、周梦宇、孟娇、邹栊文

项目协办人 谭畔、钱程

项目组成员 龙亮、吴丹、杜锡铭、吴潇然、郑岩、董一宁、李灵萱、张峻铭、李兴卓、曾子章

（二）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机构负责人 彭雪峰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侨福芳草地大厦7层

电话 010-58137799

传真 010-58137788

经办人 纪敏、王辉、李陆阳、张娟

（三）验资机构

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叶韶勋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电话 010-65542288

传真 010-65547190

经办人 曹彬、高艳丽

七、上网公告附件

1、信永中和出具的XYZH/2019BJA171636号《验资报告》；

2、中金公司出具的《关于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

3、大成律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5、《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0日

股票代码:600126� � � �股票简称:杭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一084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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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及于2019年6月25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22,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现金

管理，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钢铁有限公司使用不超过4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现

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

财产品，且该等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

他用途。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

顾问已分别对此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5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

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临2019-037）。

现对公司前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情况

1、 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半山支行购买了30,000万

元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信息如下：

（1）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

型2019年第118期R款；

（2）产品性质：保本浮动收益型；

（3）产品期限：自成立日至到期日，共183天；

（4）产品成立日：2019年6月27日；

（5）产品到期日：2019年12月27日；

（6）产品收益：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20%；

（7）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收回本金30,000万元，收到相应收益6,317,260.27元。

上述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临2019-045）。

2、 公司于2019年7月3日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购买了20,

000万元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信息如下：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19JG1769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2）产品性质：保证收益型；

（3）产品期限：自成立日至到期日，共180天；

（4）产品成立日：2019年7月03日；

（5）产品到期日：2019年12月30日；

（6）产品收益：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30%；

（7）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收回本金20,000万元，收到相应收益4,228,333.33元。

上述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4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临2019-046）。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发生额为26.7亿

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0元。

三、备查文件

1、中国工商银行回单；

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0056� � �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19-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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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1日发布《关于子公

司药物注册的提示性公告》（临2019-035号公告），披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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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三洋” ）关于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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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

近日，通用三洋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三份注

射用盐酸头孢替安《药品注册批件》，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批件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

受理号：CYHS1201147琼、CYHS1201148琼、CYHS1201149琼

批件号：2019S00694、2019S00695、2019S00696、

剂型：注射剂

规格：0.25g、0.5g、1.0g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原化学药品6类

药品生产企业：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93388、国药准字H20193389、国药准字H2019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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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一) 通用三洋于2012年09月03日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药品注册申请

并获得受理。

(二)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通用三洋在该药品研发项目上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约530万元人

民币。

(三)药品情况介绍

盐酸头孢替安是由日本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研制开发的第二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

1981年首次在日本上市，原研产品的规格有0.25g、0.5g和1.0g三种。 该药品主要适用于对本品敏

感的葡萄球菌属、链球菌属（肠球菌除外）、肺炎球菌、流感杆菌、大肠杆菌、克雷伯杆菌属、肠

道菌属、枸橼酸杆菌属、奇异变形杆菌，普通变形杆菌，雷特格氏变形杆菌，摩根氏变形杆菌等

所致的感染。

作为第二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盐酸头孢替安抗菌谱广泛而均衡，对革兰氏阴性菌及阳性

菌都显示了广泛的抗菌作用， 克服了第一代头孢菌素对革兰氏阴性菌无抗菌作用和第三代头

孢菌素对革兰氏阳性菌抗菌作用弱的特点，其对革兰阴性菌和阳性菌都有广泛的抗菌作用，尤

其对大肠杆菌、克雷白杆菌属、奇异变形杆菌，流感杆菌等，显示了更强的抗菌活性。

(四)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数据查询显示，截止目前，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在国内共有11个生产

企业获得批准上市，批准的规格为0.25g、0.5g、1.0g和2.0g。

根据PDB数据库样本医院用药销售统计显示，2018年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样本医院销售

总金额约为4.7亿元，2019年1至3季度样本医院销售总金额约为3.4亿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对该类药品的研发，有助于扩充并丰富通用三洋的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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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875� �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8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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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18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

出。

2.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12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公司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4.参与表决的董事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补选才延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二） 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补选高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投

资委员会委员。

（三）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补选高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四）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补选高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

（五）关于收购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和何宏伟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参与表决的7名非关联董事

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收购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23,648

万元人民币收购蒙东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其衍生权

益。 以2020年1月1日为股权交割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

转让对价款的90%；工商变更登记后10个工作日内，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剩余应付价款。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公司收购镇赉华兴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可以扩大公司在吉林省区域内风力发电装机规模，增加新的利润增长

点，符合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和新能源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该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

自愿的原则，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交易公允、合法，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收购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2019-089）。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2018年度及

2019年8月财务报告审计报告》（[2019]京会兴审字第09000298号）

3.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蒙东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镇赉华兴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同华评报字（2019）第061122号）

4.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和对公司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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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购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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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吉电股份” ）拟以现金23,648万元人民币收购

蒙东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东协合” ）持有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镇赉华兴” ）100%股权及其衍生权益。

2.�镇赉华兴是蒙东协合的全资子公司，吉电股份与蒙东协合同受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控制。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

的议案》，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和何宏伟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参与表决的7名非关联

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 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董事会审批权

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

壳，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蒙东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蒙东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年7月14日

注册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世纪路49号1层、3层

法定代表人：刘凤友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主营业务：开发建设运营风电场；风力发电技术咨询、培训及服务研究开发；提供工程配套服

务；风电产品销售；风电项目投资。

股权关系：

蒙东协合持有镇赉华兴100%股权。 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白音华” ）

持有蒙东协合67.84%股权，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持有32.16%股权。

2.蒙东协合近三年经营情况

单位：亿元

年份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6年 8.8045 0.0045 -0.1917

2017年 9.1402 0.0083 0.3245

2018年 8.4782 0.0747 0.0587

2019年1月-11月 10.2850 0.0003 0.2334

3.构成何种关联关系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公司” ）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是内蒙古白音华的控股股东。 内蒙古白音华控制蒙

东协合，所以公司与蒙东协合同受国家电投集团控制，构成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图

4.�蒙东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镇赉华兴成立于2011年10月，负责黑鱼泡三、四期99MW风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生产运营，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杨富强

注册地址：吉林省镇赉县黑鱼泡镇报马吐村

经营范围：开发、建设、运营风力发电场。

注册资金：14,000万元

资产状况：截至2019年8月31日（审计评估基准日），镇赉华兴公司资产总额55,242.50万元，负

债总额36,934.03万元，所有者权益18,308.47万元，资产负债率66.85%。

经营现状：2019年1-10月份，完成发电量20,767万千瓦时，完成发电利用小时数2097小时，实现

利润总额3,229万元。 预计全年可完成发电量22,567万千瓦时，完成发电利用小时数2279小时，预计

实现利润总额3,439万元。

2.项目情况

镇赉黑鱼泡三、 四期风电项目位于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境内， 装机容量99MW， 安装66台

1.5MW华锐风力发电机组，塔筒高度80m、叶轮直径89m，与黑鱼泡一、二期风电项目共用一座升压

站，以220kV送出线路电压等级接入镇赉一次变，送出距离16km；项目于2011年9月开工建设，2012年

9月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总投资67,400万元，批复电价0.58元/千瓦时，已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第三

批补贴目录。

3.审计情况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2018年度及2019

年8月财务报告审计报告》（[2019]京会兴审字第09000298号），审计基准日为2019年8月31日。 审计

情况如下：

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1-8月

资产总额 59907.23 56845.19 56743.56 55242.50

负债总额 45668.11 41408.95 39757.79 36934.03

净资产 14239.12 15436.24 16985.77 18308.47

营业收入 6118.09 5724.92 9434.27 6228.66

利润总额 423.17 1197.12 2033.80 1758.87

净利润 423.17 1197.12 1549.53 1322.71

4.评估情况

以2019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蒙东协合新能源有限

公司拟转让持有的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9）第061122号），评估情况如下：

1.收益法

项目股东权益账面值18,308.47万元，评估值27,600万元，评估增值9,291.53万元，增值率50.75%。

2.市场法

项目股东权益账面值18,308.47万元，评估值27,000万元，评估增值8,691.53万元，增值率47.47%。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项目已列入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2017年10月前可再生能源补贴已到

位， 现金流情况转好， 电价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随着鲁固直流建成投产， 项目弃风率从2017的

19.63%下降至2018年的6.57%，项目经营情况向好。

评估报告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性意见。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基于镇赉华兴公司2019年8月31日资产评估结果和实际情况，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吉电股份现

金方式支付23,648万元人民币取得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衍生权益。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受让方）：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出让方）：蒙东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权转让对价

1.评估值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中同华评报字（2019）第061122号《资产评估

报告》，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标的公司股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贰亿柒仟陆佰万元（276,000,000元）。

2.利润分配

乙方在2019年11月份对标的公司2019年6月30日前的利润进行分配， 分配金额人民币39,521,

346.21元。

3.股权对价

基于标的股权评估价值、利润分配情况，甲乙双方同意标的股权对价（股权评估价值-利润分

配金额）为人民币贰亿叁仟陆佰肆拾柒万捌仟陆佰伍拾叁元柒角玖分（236,478,653.79元）。

（二）支付方式

1.支付比例

第一期：甲方于签订本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的90%，支付金额

为人民币贰亿壹仟贰佰捌拾叁万贰仟元（￥212,832,000元）。

第二期：乙方配合甲方完成标的公司的股权工商登记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

剩余应付价款。

2.支付方式

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

3.收据开具

乙方在收到每期款项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开具收款收据。

（二）人员安置

甲乙双方同意，根据标的公司现有在册工作人员的意愿进行妥善安置。

（三）债权债务处理

审计后的债权、债务由镇赉华兴承继。

（四）期间损益

标的公司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2019年9月1日～2019年12月31日）的期间损益由蒙东协

合与吉电股份各享有或承担50%。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该关联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有利于扩大公司在吉林省区域内风力发电装机规模，

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和新能源发展战略。 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上述

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行为。 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2019年11月末，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宜事前告知了我们,同时提供了相关资料

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后，获得了我们的认可，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专项意见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关联董事在表决该议案时履行了回避义务，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 审议程

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交易发生的必要性：兑现集团公司于2012年10月9日向证监会以及社会公众作出的关于中

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避免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扩大公司在吉林省区域内风

力发电装机规模，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和新能源发展战略。 有利于提高公

司盈利能力。

（3）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按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进行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关联交易的标的权属清晰，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

的原则，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

的影响。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2018年度及

2019年8月财务报告审计报告》（[2019]京会兴审字第09000298号）

3.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蒙东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镇赉华兴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同华评报字（2019）第061122号）

4.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和对公司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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