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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实控人拟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民企或转为央企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海南海药于近
日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签
署《控制权收购协议》暨控股股东、
实际控
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实际
控制人或将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公告显示，2019 年 4 月 30 日，公司控
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方同正”
）、公司实际控制
人刘悉承及刘悉承之配偶邱晓微，与新
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
药控股”
）签署了《控制权收购协议》；南
方同正、新设全资子公司海南华同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同实业”
）、刘悉
承先生签署了《表决权让渡协议》；华融
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医药控股签署
了《
“17 同正 EB”定向转让意向协议》。
根据协议，南方同正将其所持海南
海药 2.03 亿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海南海

药总股本 15.20%）及以该等股份质押式
回购形成的负债以股东出资或转让的方
式注入华同实业；医药控股通过收购华
同实业 100%股权以及受让“17 同正 EB”
并换股 9396 万股海南海药无限售流通股
（占海南海药总股本 7.03%）。两个路径
合计收购海南海药 2.97 亿股股份（占海
南海药总股本 22.23%），转让价格不超过
2.3 亿元；医药控股取得华同实业 100%股
权后，以货币资金人民币 17.7 亿元对华
同实业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华同实业
偿还所欠金融机构负债。为实现医药控
股海南海药的目的，南方同正将其所持
海南海药 1.04 亿股（占海南海药总股本
的 7.76%）股份的表决权无偿让渡给华同
实业行使，华同实业根据自身意愿决定
表决意见并行使该等股票的表决权。
本次交易前，南方同正持有海南海

药 32.59%股权，为海南海药的控股股东，
刘悉承为海南海药的实际控制人。交易
完成后，华同实业持有海南海药 22.23%
股权，南方同正向华同实业让渡 7.76%海
南海药股票表决权，医药控股持有华同
实业 100%股权，华同实业成为海南海药
控股股东，医药控股为间接控股股东，国
务院国资委成为海南海药实际控制人。
据了解，医药控股是新兴际华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新兴际华集
团有限公司在医药板块的投资持股平
台。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新
兴铸管集团，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原生产
部（正军）及所辖军需企事业单位整编重
组脱钩而来，目前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监
管的中央企业，聚焦冶金、轻纺、装备、医
药、应急、服务等六大业务板块，是集资
产管理、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

大型国有独资公司，世界 500 强企业，是
中央企业董事会扩权试点单位，国务院
国资委确立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
业之一。
新兴际华集团在公告中表示，拟将
海南海药发展为化学创新药、生物技术
制药及高端医疗器械等医药领域产业整
合平台。
资料显示，海南海药成立于 1992 年
12 月 ，于 1994 年 5 月 在 深 交 所 挂 牌 上
市。目前，海南海药以药品及医疗器械
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主要产品包括头
孢制剂系列、肠胃药系列、肿瘤药系列、
人工耳蜗系列、原料药和中间体系列及
其他产品六大系列。2018 年，海南海药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4.7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5.47%；实现净利润 1.20 亿元，同比增长
38.03%。

银河证券在海口举办投资策略报告会

分析师：
资本市场牛市初显 行情再起
近 日 ，中 国 银 河 证 券 在 海 口 举 办
2019 年投资策略报告会。报告会由银河
证券总部投资顾问秦晓斌就当下宏观经
济形势为广大投资者分析资本市场行情
并提供投资建议，其以“动力切换，慢牛
上行”为主题，围绕市场状态、二季度逻
辑、趋势与策略、大类资产配置等方面进
行分析介绍。
秦晓斌表示，在接下来的投资中，应
注重基本面，选择行业龙头进行投资。
同时，他强调，
不要进行场外配资。
谈及市场状态的问题，秦晓斌认为
经过 2018 年的极端行情后，2019 年资本
市场牛市初显，表现出强与热的状态。

现阶段经过震荡后有望再起升势，其中
蓝筹股上涨更多、成长更强。但波动会
大 于 一 季 度 的 ，投 资 者 需 要 警 惕 类 似
2014 至 2015 年间“疯牛变股灾”
的现象。
秦晓斌表示，当前状态较热，但没有
过热，仍存在提升空间。新开户现象比
较温和；杠杆资金处在 7500 亿至 9700 亿
之间，不算太高；外资则近期略有降温，
经常净流出。
他强调，长期慢牛最符合所有各方
的利益，需要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
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秦晓斌表示，一季度总投资缓慢回
升，其中基建投资缓慢回升，制造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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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万国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司决定于2019年6月9日上午9：
30
时在海口市万华路 18 号海口十二橡树酒
店5楼紫薇厅会议室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议题：
1、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经营方案的议案；
4、审议授权公司经营班子的议案。
二、有关手续：
1、出席会议资格：截止 2019 年 6 月 8
日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代
表、董事、监事及高层管理人员。
2、出席会议登记办法：出席会议的
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权证或证
券存单，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股权证或证券存单、办理登记手
续；法人股东的代理人应持有股权证或
证券存单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
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3、登记时间：2019 年 6 月 9 日上午 9
时 30 分会议前。
4、登记地点：海口市万华路 18 号海

口十二橡树酒店 5 楼紫薇厅会议室。
三、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
通费、食宿费自理。
2、联系人：蒙先生；
联系电话：
（0898）66722932。
海南万国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九年五月九日

资大幅下降，房地产投资超预期上升，
民间投资继续下降；工业生产受春节因
素影响大幅回升；猪肉则带动消费品价
格上升。他表示，A 股二季度再起升势，
震荡上行的可能性比较大，需注意波动
加大的风险。
他认为，2019 年可能会迎来转折，而
政策是转折的主要驱动因素，相对而言，
业绩对股价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此外，
他建议关注四个方向的消息，
一是中美谈
判进展；
二是新的预期、
宏观经济企稳；
三
是科创板；
四是通胀，
即物价的变化。
在行业资金配置方面，秦晓斌推荐
“周期+成长”的资产配置方式，选择经济

□ 本报记者 曾丽园 实习生 邢暖
企稳、估值提升的周期性行业，如有色、
机械、化工、建筑、建材等；关注处在成长
期、成长方向确定的行业：一是 TMT 类，
如通信、计算机、电子、传媒等；二是高端
装备类，包括高铁、信息装备、新能源装
备、基建装备等；三是新能源类，主要注
意燃料电池汽车板块；
四是军工类。
另外，他建议超配 A 股和港股，主题
关注雄安新区、国企改革、涨价等；标配
债券、大宗商品、贵金属、外汇以及货币
基金；低配美股和房地产。关于具体企
业的选择，他认为最好选择行业中的龙
头企业，因龙头企业竞争力强、有业绩做
支撑，盈利持续性较强。

海南上市公司一季度盈利 6.6 亿元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 实习生 邢
暖）截止目前，31 家海南上市公司已完
成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据
统计，今年一季度，我省 31 家上市公司
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42.64 亿元，实现归
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6 亿元。
在营业收入方面，今年一季度，有
4 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超 10 亿元，分别
是海航基础 20.66 亿元、中钨高新 18.73
亿元、京粮控股 17.08 亿元、海南橡胶
15.76 亿元。此外，实现营收超 1 亿元
的企业有 20 家。
在净利润方面，有 19 家海南上市

公司实现盈利，其中，实现净利润超 1
亿元的企业有 2 家，分别是海航基础
3.53 亿元、海峡股份 1.11 亿元。
今年一季度，海航基础成为海南
经营效益最好的上市公司。
在盈利能力方面，有 4 家企业实现
净利润同比增长超 100%，其中，广晟有
色增长幅度最大，
同比增长 448.3%。其
次，欣龙控股实现净利润收入 354.63 万
元，
同比增长136.8%；
海南矿业实现净利
润3311.13万元，
同比增长130.42%；
普利
制药实现净利润7001.49万元，
同比增长
1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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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基金荣获金基金 TOP 公司大奖
实现三大权威奖项大满贯
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基金奖于
4 月 25 日公布，中银基金第五次摘得其
中顶级大奖——金基金 TOP 公司大
奖。此前，中银基金已经揽获金牛基
金管理公司和 2018 年度十大明星基金
公司的重量级大奖，实现三大权威奖
项大满贯。
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金牛奖、上
海证券报主办的金基金奖以及证券时

报主办的明星基金奖是行业公认的最
权威的三大奖项，其中的公司类奖项
含金量最高，尤其受到瞩目。在 2019
年的“颁奖季”中，中银基金跻身十大
金牛基金管理公司之列，荣膺 2018 年
度十大明星基金公司，并获颁金基金
TOP 公司大奖，成就三大权威奖项大
满贯，并成为唯一一家揽获以上三项
大奖的银行系基金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