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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11 月 16 日
晚间，*ST 大洲（000571）公告称，11 月
15 日，该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子公司内
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五九集团”）所属胜利
煤矿动筛车间晚 20:30 时二楼刮板机发
生故障，当班班长带领工人到二楼刮板
机尾处清理浮货，20:35 时到达机尾，准
备作业时溜煤滑道与固定钩脱钩，导致
溜煤滑道摆动，现场造成两人重伤、一

人轻伤，送医院经抢救后两名重伤人员
死亡。

事故发生后，五九集团按照相应程
序逐级向牙克石应急管理局、内蒙古煤
矿安全监察局呼伦贝尔分局上报。针对
此次事故，五九集团已主动对胜利煤矿
采取停产措施，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
在开展。

此外，11 月 12 日，该公司还因信
息 披 露 及 规 范 运 作 问 题 ，被 海 南 证

监 局 采 取 责 令 改 正 的 行 政 监 管 措
施 ，并 记 入 资 本 市 场 诚 信 信 息 数 据
库。

该公司在13日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中称，公司正在筹划转让持有
的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海南新大
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事项，目前
交易方案尚未确定，公司将在相关交易
方案确定后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并披露相
关情况。

因煤矿安全事故 *ST大洲控股子公司停产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11月17日晚
间，海南海药（000566）发布公告，该公司
近期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
下简称“上海药物所”）签署《神经精神疾
病药物研究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决定
共同建设“神经精神疾病药物联合实验
室”。协议期间，由海南海药设立专项资
金，提供运营、研发经费。协议有效期为
5年，即2021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
31日止。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3个方面开展合
作。在人才培养及学术方面，上海药物
所神经疾病研究中心（上海药物所下属
研发机构）与海南海药研究总院（公司下
属研发机构）定期举行学术交流和科研
人员互访；双方支持其科研人员在对方
开展短期学术科研工作；上海药物所神
经精神疾病研究中心为海南海药科研人
员提供进修和访学便利。

在设立海南海药原始创新专项资
金方面，由海南海药设立海南海药原

始创新专项资金，每年向上海药物所
提供专项运营资金人民币 100 万元，用
于支持原创药物的科学探索、双方学
术交流、学术研究活动等。协议期间，
共投入原始创新专项资金 500 万元人
民币。

在设立海南海药神经精神疾病药物
专项资金方面，由海南海药设立海南海

药神经精神疾病药物专项资金，每年向
上海药物所提供专项研发资金200万元，
用于培育和支持经双方立项的神经精神
疾病药物研发。协议期间，共投入项目
经费1000万元。

海南海药在公告中表示，通过联合
实验室，双方共同推动国内领先、国际先
进的神经精神疾病研究中心建设，促进

我国神经精神药物创新，同时为海南海
药的神经精神药物创新研发培养人才，
及培育更丰富的项目资源。

海南海药发布三季度财报显示，今
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5.88亿元，同
比增长11.80%；实现扣非净利润4198.66
万元，同比增长22.26%，经营活动现金流
1.86 亿元，同比增长 266.36%。公司称，
随着新股东入驻，公司经营数据逐渐好
转，主营业务正慢慢步入正轨，现金流持
续改善，已然迎来崭新的发展局面。

据了解，海南海药目前已完成北京、
上海、海口、重庆四个城市的研发平台布
局，建立“创新-优化-仿制”联动的研发
模式，形成了原创与仿制相结合研发格
局。

从研发管线来看，海南海药重点聚
焦抗感染、抗肿瘤、消化系统、神经系统
四大领域，布局了单抗、靶向抗肿瘤药、
抗纤维药、抗癫痫新靶点药物等一系列
创新药。

共同建设“神经精神疾病药物联合实验室”

海南海药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广晟有
色（600259）公告称，拟以现金方式收购间
接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晟公司”）持有的广东省
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宝山
公司”）40%股权，交易价格为4.37亿元。

11月17日晚间，该公司发布补充公
告，对本次交易的背景、本次未收购控股
权的原因、后续安排等进行了补充说明。

该公司称，公司原计划收购大宝山
公司控制权并于2018年11月13日披露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
告》，此后由于交易双方未能就交易条款
达成一致意见，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的
战略进行调整，暂不继续推进将大宝山
公司股权转让给公司，最终公司终止此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今年初，由于受
新冠疫情影响，有色金属行业受到大幅
影响，铜、铅、锌、钨等金属价格剧烈下
跌，矿山企业业绩大幅下滑，大宝山公司
也出现亏损，公司认为现阶段是并购有
色金属资源的有利时机。因此，基于公
司管理团队对大宝山公司的了解及市场
走势的坚定信心，公司与交易对方重新
提出合作方案，并初步达成一致意见。

对于本次未收购其控股权的原因，

广晟有色表示，经公司项目组与相关中
介机构尽职调查了解，一是大宝山公司
在权证办理方面尚有诸多工作正在开
展，其主要生产用地为划拨地，办理转出
让或授权经营等手续时间相对较长，短
期内难以解决，且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二
是现金收购控股权需进一步增加公司现
金投入，加大公司财务压力。

根据公告披露，目前，大宝山公司拥
有的主要无形资产是两宗采矿权和一宗
探矿权。大宝山公司多金属矿在正常开
采，并配套有330万吨/年铜硫采选工程，
铜硫选厂可日处理原矿10000吨，生产规
模为年产铜精矿超 10000 吨、硫精矿超
100万吨，同时综合利用各类副产矿。

财务数据显示，大宝山公司2020年
1-3月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76亿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907.87
万元；2019 年度经审计实现营业收入
10.9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4015.75万元。

广晟有色表示，大宝山公司主要从
事铜、硫矿等资源的采选与销售，拥有华
南地区已探明的最大铜硫矿，铜硫资源
储量极为丰富，且伴生丰富的钼、钨等矿
产资源，资源潜力大，采选工艺成熟，技

术水平领先，发展前景良好。本次并购
实现公司对优质矿产资源的整合，符合
公司既定的资源控制战略。

该公司称，目前，公司以稀土和钨为
主业，长期经营业绩不理想，公司对部分
战略进行了调整，将以产业结构调整和
优化升级为主线，以提升产业、产品核心
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为目标，横
向拓展稀土和钨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纵
向延伸深加工与应用产业链，将公司打
造成为资源控制力强、产业集中度高、盈
利可增长、发展可持续，以稀土和稀有稀
贵、铜等战略性金属为主导产业，与新材
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互补并进
的战略性金属行业旗舰。

广晟有色通过收购大宝山公司40%
股权成为其战略投资者，实现公司对优
质资源的战略持有，一定程度上能分散
公司的经营风险，增强公司抗风险能
力。广晟有色称，未来，公司将与原股东
优势互补，提高大宝山公司采选规模、盈
利能力，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大宝山公
司的经营业绩，最终实现双赢局面。

此外，该公司还表示，截至目前，广
晟有色对大宝山公司剩余60%股权没有
收购计划安排。

4.37亿元收购关联公司40%股权

广晟有色实现对优质矿产资源整合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11 月 16

日晚间，览海医疗（600896）披露定增
结果，经证监会核准，该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56亿股，发行
价格为 3.7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5.89亿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3
家，包括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览海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览
海”）及12为自然人。

本次募资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71.29 万元（不含税金额）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 5.83 亿元。该资金将用
于上海览海西南骨科医院新建项
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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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本次定增导致览海医疗股
本及控股股东权益发生变动。

定增前，该公司总股本为 8.69
亿 股 ，其 中 上 海 览 海 持 有 3.05 亿
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
总股本的 35.05%，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密春雷通过上海览海、上海览
海上寿医疗产业有限公司和上海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 46.90%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

定增完成后，公司增加1.56亿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股本增加至
10.25 亿股，上海览海最终以现金人
民 币 299999998.62 元 认 购 公 司
7936.51 万股股份，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数量增加至3.84亿股，占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37.47%。上海览海仍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密春雷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览海医疗完成
定增募资5.89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