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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长久以来，康芝药业（300086）专注于儿童
安全用药创新发展。近日，康芝药业召开博士后工作站
项目验收总结会，会上传出，超临界结晶制药技术的产
业化发展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进展。为儿童退热的低
剂量尼美舒利新产品开发和早日上市提供了可能性。

康芝药业始终坚持有针对性的研发，根据儿童的心
理特点设计了系列儿童用药产品的内外包装，在国内首
创了条状内包装，不仅剂量精准，还方便储存和携带。
目前，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口腔速溶膜剂”、“药物超细
微粒制备”及“药粉微观形态结构检测”三大技术平台，
为公司打造国际级儿童药基地奠定了扎实的技术基础。

超临界结晶制药技术作为新兴的绿色药物制造平
台，可解决传统微粉制备技术中能耗高、有机溶剂易残
留、粒径控制困难、药物降解以及环境污染等弊端，实
现对药物颗粒微结构的精准控制，改善药物水溶性差、
无法溶出和生物利用度低等问题，为药物仿制和新制
剂开发提供技术保障，工业化应用前景广阔。

目前成果是，30 mg复合微粉体外溶出特性超出
50 mg的已上市颗粒剂，为尼美舒利的减量增效提供
了可能性。该项目选题针对的正是这些儿童药存在的
普遍问题，项目成果对于低剂量高效安全儿童制剂的
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全）

拥有世界领先的三大技术平台

康芝药业
绿色制药取得阶段成果

本报讯 11月1日，中钨高新（000657）披露非公开
发行股份预案，公司拟向不超10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
不超1.76亿股，募资不超15.29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投
资于2000吨/年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硬质合金产品提质扩能建设项目、精密工具产业园
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据介绍，硬质合金是由难熔金属的硬质化合物和粘
结金属通过粉末冶金工艺制成的一种合金材料，具有很
高的硬度、强度、耐磨性和耐腐蚀性等特性。硬质合金
产品被制成切削工具、钻具、冲压工具和耐磨零部件后
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数控机床、航空航天、军工、机械
模具加工、IT产业加工、船舶、海洋工程装备、矿山开采
等领域，被誉为“工业牙齿”。

中国已是全球硬质合金第一生产大国和消费大
国。但是，国内硬质合金企业与国际一流硬质合金企业
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无法完全满足国内制造业对硬质合
金工具的需求。

上市公司表示，近年来，随着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
数控刀片、硬质合金刀具等产品的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公司现有的设施条件已无法满足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
部分产品产能已达满负荷运转状态。需通过新建或改

造厂房及配套设施、引入先
进设备来进行技改扩产。

中钨高新还公告称，下
属控股子公司株钻公司拟
以自筹资金 1.48 亿元收购
五 矿 国 际 持 有 的 德 国
HPTec 公司 100%股权，进
一步落实公司在高端硬质
合金产业的战略布局。

HPTec 是欧洲最大的
从事PCB(电子电路板)用硬
质合金微型钻头和铣刀的
生产、研发和销售，有四十余年经营历史的国际知名精
密工具生产厂商，在行业中属于领先地位。公司收购其
股权，有利于消除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同业竞争业务。

中钨高新表示，此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发生变更。在未来年度，通过有效的资源整合和业
务协调，可以进一步强化公司在海外，特别是欧洲的
业务布局，提高产品交付能力，将有利于提升公司整
体盈利能力，增强公司在高端硬质合金业务方面的核
心竞争力。

中钨高新 10 月 29 日最新公布的 2018 年三季报显
示，前三季度营业收入59.3亿元，同比增长22.24%；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亿元，同比下降17.51%。
基本每股收益0.1452元。

资料显示，8月14日晚间，中钨高新公告，国务院国
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决定选取百余户中央企业子企业
和百余户地方国有骨干企业，在2018—2020年期间实施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公司被纳入本次“双百企业”名
单。 （王全）

投资硬质合金三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中钨高新拟定增募资逾15亿元

本报讯 11月6日晚间，*ST椰岛(600238)披露保壳
变卖资产迎来接盘方，“保壳”存希望。7日，*ST椰岛开
盘立即拉涨停。

公告称，2018年11月6日17时，有一家意向受让方
“西安天朗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向海南产权交易所递交
了《产权受让申请书》，并已缴纳保证金6000万元。

近期股票大幅波动的*ST椰岛，11月4日晚间发布
提示风险公告称，如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继续为
负值，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据悉，因2016年度、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

为负值，根据规定，*ST椰岛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2018年1-9月份，公司实现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为-1.6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1.85亿元，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为-2.6亿元。

交易行情显示，*ST 椰岛在近三个交易日连续涨
停。近四个交易日（10月30日至11月2日）累计涨幅达
到18.67%，在此期间大盘则上涨5.29%。

*ST椰岛已于近期开展“保壳自救”行动。公司于
2018年10月10日在海南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全资

子公司海南椰岛阳光置业有限公司60%
股权及椰岛综合楼。根据过往公告，转
让阳光置业60%股权的挂牌价格不低于
2.83亿元，预计将对公司当期产生税后
收益约 1.6 亿元；椰岛综合楼的评估价
值约为1.12亿元，预计将对公司当期产
生税后收益约 5400 万元(按评估值测
算)。

如果上述两笔交易转让成功，对
*ST椰岛当期产生税后收益预计超过2
亿元，2018年度净利润实现扭亏可能性
较大。 （王全）

变卖资产迎来接盘方

海南椰岛“保壳”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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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221 海南航空 5235536.1 15.80% 275776.4 -73.50%

600515 海航基础 595196.16 -22.60%122313.87 -18.40%

600238 海南椰岛 34767.15 -49.50% 72897.7 -4843.60%

601118 海南橡胶 434874.8 -50.40% 45041.2 3131.40%

000735 罗 牛 山 89809.1 -17.60% 38974.24 162.80%

000566 海南海药 205007.8 62.90% 22901.07 30.04%

002320 海峡股份 81657.06 9.80% 21086.3 -0.80% 增长0%至30%

000886 海南高速 37438 -14.20% 15596.28 40.80%

300630 普利制药 40218.5 102.50% 12115.75 100.10%

600759 洲际油气 263711.3 29.60% 11834.14 392.30%

002596 海南瑞泽 219316.6 13.90% 11092.9 5.35% 增长2%至47%

000657 中钨高新 593160.4 22.20% 10342.8 -17.50%

000505 京粮控股 553943.2 0.40% 10226.44 0.40%

000567 海德股份 24747.04 89.40% 7634.5 35.50%

603069 海汽集团 82299.3 -1.25% 5085.72 7.60%

300086 康芝药业 63724.33 91.03% 4546.34 10.20%

002865 钧达股份 72442.23 -4.37% 3901.32 1.27% 增长0%至30%

600896 览海投资 4015.5 20.30% 3631.2 126.10%

300189 神农基因 13999.9 -49.50% 3401.74 370.60%

000585 *ST东电 2160.47 -3.60% 3256.4 216.80%

000793 华闻传媒 243526.4 8.40% 2294.6 -94.60%

000613 大东海Ａ 2197.38 8.05% 59.51 146.80%

600555 海航创新 482.13 -82.30% -376.97 97.90% 可能亏损

000571 新大洲Ａ 135025.3 39.19% -1676.04 -125.40%

600209 罗顿发展 5633.6 -25.20% -2690.73 -15.80%

002693 双成药业 25910.1 61.30% -3245.2 -237.30% 亏损7500至6000万

000955 欣龙控股 55603.5 16.70% -3475.68 23.80%

000503 海虹控股 4662.4 -58.40%-11327.29 26.70%

600259 广晟有色 159068.4 -60.30% -13521.2 -1752.20%

000572 海马汽车 424777.2 -41.10%-47730.25 -660.30%

601969 海南矿业 106006.3 -39.80%-53623.15 -1768.40% 可能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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