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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ST
海 创（600555）披 露 ，为 支 持 公 司 发
展，补充公司资金需求，拟接受关联
方 海 南 海 航 实 业 不 动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向公司提供的人民币 1000 万元财
务资助。

据悉，该笔财务资助将用于偿还*ST

海创向湖南省财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原名：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贷
款。该财务资助为免息，无期限，上市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对该项财务资助无抵押
或担保。

公告显示，截至目前，*ST海创与海
南海航实业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发生

的关联交易均为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
币1002万元。

2020年三季报数据显示，*ST海创前
三 季 度 营 收 约 722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9.78%；净利润约 3704 万元，同比增长
174.82%；基本每股收益0.028元，同比增
长171.79%。

*ST海创拟接受关联方1000万元财务资助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一家多年未
实际经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6731.61
万元、评估价值为 -2692.31万元的子公
司，被神农科技(300189)卖出了1.83亿元
的高价。

1 月 4 日晚间，神农科技公告宣布，
将出售全资子公司海南保亭南繁种业高
技术产业基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繁种
业)100%股权，交易价格暂定为 1.73 亿
元。1 月 5 日进展公告显示交易价格为
1.83亿元。

然而公告一出，持有神农科技 16%
股权的二股东湖南弘德，第二天就发
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函，要求该标
的资产的出售必须秉承公平、公正和
公开的原则，采取公开挂牌拍卖的方
式进行。

1 月 4 日晚间，神农科技公告显示，
南繁种业将转让给海南海尔思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思医疗”）。1
月5日，神农科技与海尔思医疗正式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83亿元。

鉴于南繁种业经评估后的净资产
为-2692.31 万元，神农科技在股权转让
交割完成后，将豁免南繁种业对神农科

技的全额债务人民币1.95亿元。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再持有南繁
种业股权，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海尔思医疗注册资本5000万元，主
要从事第一、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批发；药品零
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办公用品销售；模具销售；
特种设备销售；汽车新车销售；农产品
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

相关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养老服务；
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等，业务
涵盖众多。

截至2020 年9月30日，海尔思医疗
资产总额644.63万元，负债总额72.22万
元，所有者权益572.41万元；2020年1-9
月，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56.4 万元，实
现净利润 76.03 万元。以如此业绩收购
南繁种业，海尔思医疗可谓是“掏空了
家底”。

南繁种业注册资本 2.59 亿元人民

币，经营范围为农业种植及农业技术培
训、旅游项目投资。截至2020年10月31
日，该公司净资产为-6731.61万元，资产
总额 1.32 亿元；2020 年 1-10 月，实现营
业收入0元，实现净利润-1.77亿元。

此外，南繁种业位于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的57栋建筑物被认定为违建，被
当地执法部门拆除。对于这些建筑物，
神农科技已经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神农科技在公告中称，本次交易将
有助于进一步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增加
公司现金流，优化资产结构，符合公司实
际经营和未来发展需要。本次交易如能
顺利完成，经公司初步测算，在2020年度
产生约 1.72 亿元资产减值损失，在交易
完成日将产生约4516万元投资收益，本
次交易合计将预计产生约1.27亿元投资
损失。

1月5日，神农科技已收到海尔思医
疗支付的定金3660万元。

南繁种业成立于2009年，历年公告
均披露该公司处于建设阶段，未产生收
入。南繁种业资产中，固定资产及在建
工程几乎为0，其增值全部来自于土地使
用权，账面价值为 13217.19 万元的土地
使用权，评估值为17256.36万元。

负资产子公司南繁种业拟1.8亿协议转让

神农科技二股东则提议公开挂牌拍卖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1月4日，海
峡股份（002320）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
依据《海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
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成品油价格补助
资金的通知》下发的 2020 年度成品油
价格补助资金 1247.72 万元（费改税补
助资金和涨价补助保留资金）及1453.3
万元（退坡资金）。

公告显示，上述资金已划拨到海
峡股份公司资金账户。该公司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成品
油价格补助资金 1247.72 万元确认为
其他收益并计入公司 2020 年度损益，
退坡资金 1453.30 万元计入递延收益，
按船舶剩余使用年限每月结转计入
其他收益。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
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海峡股份表示，上述资金的取得将
对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
的积极影响。

海峡股份
获得政府补助
约2701万元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1月4日，海汽
集团（603069）发布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
份进展公告，其股东海南海钢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钢集团”）已减持141.5
万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告显示，在 2020 年 11 月 19 日至
2020年12月31日期间，海钢集团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

持海汽集团股票 141.5 万股，减持比例
0.448%，减持价格区间为 18.4 元/股-26
元/股，减持总金额为3004.03万元。

本次减持前，海钢集团持有海汽集
团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383.5 万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214%。

目前，海钢集团仍持有上市公司242
万股股份，当前持股比例为0.766%。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
日收盘，海汽集团股价收于 22.91 元，较
2019 年末的 10.33 元（前复权价）大幅上
涨，涨幅达 121.85%。2020 年 4 月 15 日，
海汽集团盘中最低价报9.36元，股价触及
年内最低点，8 月 10 日股价最高见 68.22
元，年度最大涨幅达到560.61%。2020年
内共计30次涨停收盘，12次跌停收盘。

海钢集团已套现3004万元

海汽集团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过半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国新健
康（000503）披露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以吸引和留住优
秀人才，充分调动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
性。

根据国新健康发布的计划草案，本
次计划拟向包括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高层管理人
员、核心骨干员工等不超过102人，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不超过1166万股，占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89882.22万股的1.30%。
其中首次授予不超过933万股，占本

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该公司股本总额的
1.04%，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 80.02%；
预留 233 万股，占该公司股本总额的
0.26%，预留部分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
19.98%。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每股5.06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后，激励对
象可以每股5.06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向激
励对象授予的公司限制性股票。

在限售期和解除限售方面，自激励
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24
个月内为限售期；限售期满且达到业绩
考核目标的情况下，每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以33%、33%、34%的比例分三批解
除限售。

草案显示，除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
外，上市公司对激励对象个人还设置了
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人人头
上有指标有责任”。上市公司将根据激
励对象前一年度绩效考评结果，确定激

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解除限售的条件。
为配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国

新健康2021年将固本强“体”，持续巩固以
智能审核、支付方式改革为主的医保第三
方服务、药械监管等传统业务优势，着力
扩大业务规模，积极拓展医保信息化、院
端DRG等增量业务，进一步提升医保信
息化和院端业务市场占有率。持续探索
ToB、ToC新业务模式，联合医保、医疗和
医药机构等多方资源，开发数据服务新产
品，积极探索数据应用的新场景。

国新健康推出股权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