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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速递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每逢年报和中报发
布前，“高送转”概念股往往受到
市场的炒作追捧。近期，高送转
概念股表现如火如荼，不断刺激
着投资者的神经。然而，投资者
只看到了高送转引发的股价上
涨，却没有看到高送转背后的实
质与风险。

深交所日前发文指出，广大
投资者需明白“高送转”的实质，
充分了解“高送转”概念下的投
资风险，避免跟风炒作造成亏
损。似乎这并不足以浇灭上市
公司推出高送转预案的想法，也
阻挡不了投资者追捧高送转概
念的热情。昨日又有数家上市
公司推出年报高送转预案。

龙津药业昨日午间发布
2015年年报高送转预案，拟向全
体股东每10股送转10股并派现
1元。昨日午后股价直奔涨停。

龙津药业称，鉴于公司当前
稳定的经营盈利情况和未来良
好的发展前景，为了促进公司的
持续健康发展，回报股东，与所
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
果，公司控股股东提议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公司总股
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7.80股；以未
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
红股2.2股；同时，以未分配利润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股利
1元。

天保重装昨日预披露利润
分配案，公司实际控制人邓亲华
提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
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分配方
案时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 3 元（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

尤洛卡昨晚披露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黄自伟和王晶华提议公
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
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1.0元（含税），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15股。

中国巨石 12 月 24 日晚间
发布年报高送转预案，公司
2015年度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12股并派现。

根据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建材在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稳
定的经营情况以及未来良好的
发展前景等因素后，为进一步回
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

展成果，提议公司201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按公司未来实施
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公司分配的现金红利
总额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之比不低于30%；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12股。

三环集团昨日晚间公告，公
司控股股东三江公司提议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公司未来
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元人民
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公司控股股东三江公司承
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时投赞成票。

洲明科技昨日晚间公告，公
司控股股东林洺锋提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中确定的股
权登记日当天总股本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15股。公司控股股东林
洺锋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上述利润分配相关议案时投
赞成票。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上海凯宝12月24
日晚间公告，公司与上海谊众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23日签署《增资协议书》。为
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积极布
局现代生物医药领域，看好并长
期关注抗肿瘤药物的发展，拟使
用超募资金13130 万元向谊众
生物增资，增资完成后将持有谊
众生物 20%的股权。

根 据 协 议 ，以 谊 众 生 物
2015年11月17日营业执照所
载注册资本 5500 万元为基数，
双方确定增资额为 13130 万
元，上海凯宝分两次对谊众生
物进行增资扩股，首次增资5580
万元，增资完成后上海凯宝将取
得增资后谊众生物10.13%的股
权。双方同意，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上海凯宝将使用资金
7550万元，再次向谊众生物进行
增资，使得上海凯宝最终持有谊
众生物的股权比例达到20%。增
资完成后，谊众生物的注册资本
从增资前的5500万元变为增资
后注册资本6875万元。

据了解，谊众生物是一家主
要从事抗肿瘤药物新剂型及相
关产品研发的企业，主要研发产
品是抗肿瘤生物制品5类新药

“注射用紫杉醇胶束”。紫杉醇
作为一种广谱的抗肿瘤药物，临
床用量巨大，是近15-20年来肿
瘤化疗领域最重要的药物之
一。该产品已经于 2013 年 10
月和11月分别获得制剂（批件
号：2013L02054）和辅料（批件
号，2013L02394）的临床批件，成
为国内首家获得注射用紫杉醇
胶束临床批文的公司。“紫杉醇

胶束制剂”是一种新型制剂，目
前在国内尚未有同类品种上市；
截至目前已完成剂量耐受性试
验和人体药代动力学研究，以非
小细胞肺癌为适应症的大规模
的III期临床研究于2015年4月
份正式启动。目前谊众生物已
建成符合国家新版GMP的紫杉
醇胶束生产基地。

由于谊众生物的产品尚处于
研发阶段，因此公司无销售收入。

上海凯宝表示，本次投资谊
众生物，看好肿瘤药物“注射用
紫杉醇胶束”的市场前景，该投
资将有利于增强公司在抗肿瘤
药物治疗领域的市场影响力，实
现公司在抗肿瘤治疗领域的战
略布局，增强公司未来投资生物
制药领域的产业布局和投资能
力，未来可以为上海凯宝带来良
好的投资收益。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上海电气和海立股
份昨晚公告，根据上海国资国企
改革的整体部署，为进一步推进
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建设和运
营，控股股东电气总公司拟将公
司股份无偿划转国盛集团。

上海电气称，控股股东上海
电气（集团）总公司已与上海市
国资委之全资子公司上海国盛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份无偿
划转协议，拟将所持有的公司
6038.5064万股国有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0.47%）无偿划转国
盛集团。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
电气总公司将直接持有上海电
气A股69.70亿股，占公司总股
本54.35%，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
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上
海电气H股2933.40万股，占总

股本0.23%，合计持股54.58%，仍
为上海电气的控股股东，国盛集
团将直接持有6038.5064万股上
海电气 A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7%），上海市国资委间接拥有
上海电气的权益保持不变，仍为
上海电气的实际控制人。

海立股份也称，控股股东电
气总公司拟将公司4322.89万股
国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无偿划转予上海市国资委
之全资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
限公司，双方已签署股份无偿划
转协议，此次股份无偿划转完成
后，电气总公司直接持有海立股
份A股1.75亿股，占公司总股本
20.22%，国盛集团将直接持有海
立股份股份4322.89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99%，上海市国资委间
接拥有海立股份的权益保持不
变，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九龙山股东大会高
票罢免了李勤夫父子的董事会
职务，一场持续了4年的内斗终
于告一段落。

在资本市场上赫赫有名的
李勤夫为九龙山前任董事长，据
报道，1983年，年仅21岁的李
勤夫以2000元承包了平湖当地
一个濒临倒闭的小服装厂，这便
是茉织华集团的前身，1998年，
茉织华B股发行，2001年，茉织
华发行A股，成为最早一批上市
的民营企业，上市后茉织华频频
资产腾挪，2005年，茉织华把旗
下服装公司股权及相关资产全
部转让完毕，主业致力于浙江省
的九龙山旅游+地产开发，公司
也改名九龙山。2011年李勤夫
又将股份转让，海航集团通过海
航置业、上海大新华、香港海航
合计持有九龙山公司29.9%的股
权，成为第一大股东。

海航集团成功控股九龙山
后，海航集团与李勤夫的控制权

之争一直没有停止，由于股权转
让款未能全部到账，李勤夫抓住
这一点，开始阻止海航进驻上市
公司，不但继续担任董事长一职，
九龙山董事会也一度在其掌控之
中，随后双方争斗不断，甚至出现

“双头”董事会的奇景，海航方面
的董事会在上海公司总部办公，
名义上代表大股东，以李勤夫为
首的董事会继续把持公章等关键
性资产，办公地点位于公司项目
所在地平湖九龙山内。

好景不长，今年6月2日，九
龙山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司
随后表示拟收购海航旅游集团
及其关联方所拥有旅游金融相
关公司的股权，11月16日，九
龙山发布公告称，由于董事李勤
夫父子对重组的相关议案弃权，
一名独立董事未参会，相关议案
并未获得通过，九龙山筹划了5
个月的资产重组被迫终止，而这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流产也被市
场认作是双方再起内斗的“导火
索”，最终在股东大会上通过了
罢免李勤夫父子的议案。

“高送转”此起彼伏 市场热情不减

布局抗肿瘤药物“紫杉醇”

上海凯宝拟1.3亿投资谊众生物

上海电气和海立股份大股东

向国盛集团转让部分股份

九龙山召开股东大会

李勤夫父子董事职务被罢免

青年报记者 孙琪 实习生 陆安怡

本报讯 时近年末，A股上
市公司迎来了一波财政补助高
潮，这对于业绩不佳或亏损的上
市公司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
而昨晚凌钢股份、双钱股份、山
河智能三家公司发布了获得政
府补助的公告。

凌钢股份的公告显示，收到
朝阳市财政局政府补助7.92亿
元，其中研发费用补助 2.40 亿
元、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补助
0.42 亿元、引进域外资金奖励
0.60亿元、用电补贴4.5亿元。

双钱股份昨晚公告，全资子
公司上海华谊能源化工下属全
资子公司安徽华谊化工近期获
得安徽省无为县政府税收奖励
而给予的补助，补助金额为
3682万元，已于2015年12月初
汇入华谊化工公司账户。

山河智能昨晚则称长沙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计划拨付山河
智能2015年度工业发展专项资金
7012万元。12月18日收到4000
万元，12月22日经长沙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函件批复，明确该专
项资金用途为对公司2015年度工
程机械产业发展贷款贴息。

多家上市公司喜获政府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