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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近日，ST 椰
岛（600238）披露于股东权益变动公告，
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累计减持448.2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

具体来看，截止2021年4月2日，海南
红舵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ST椰岛

股份85.99万股股票，减持后仍持有ST椰
岛股份795.2万股。王正强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ST椰岛股份362.21万股股
票，减持后王正强不再持有ST椰岛股份。

本次减持后，ST椰岛实际控制人王
贵海通过受托北京东方君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表决权及其控制的海南红棉投资
有限公司、海南红舵实业有限公司与一
致行动人田高翔合计持有的 ST 椰岛股
份表决权1.24亿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27.76%。本次减持不会导致该公司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ST椰岛股东合计减持448.2万股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近日，海南
瑞泽（002596）公告披露，该公司全资子
公司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瑞泽双林建材”）与中国中建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
有限公司联合中标“中国雄安集团基础
建设有限公司寨里混凝土搅拌站建设
项目”。

公告显示，该项目总投资约 2.21 亿
元人民币，项目运营费（商品混凝土及湿
拌砂浆）（不含税）：58.03元/m3。包括建
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包含设备拆除
费）、设备购置费、工程建设其他费（含勘
察设计费）、建设期利息、预备费等。主
要建设6条240型混凝土生产线（具备预
拌砂浆生产能力）、办公用房、生活用房、
实验室及安全、监控、绿化等场内相关附
属设施，以及场外道路，规划总用地
11.62万平方米。

该项目是根据雄安新区建设近、远
期规划要求，为满足新区建设对商品混

凝土产品的刚性需求，保障商品混凝土
供应数量、创造“雄安质量”，同时降低
因建材产品生产、运输对新区造成的环
境污染与交通压力，发挥企业职能稳定
建筑产品价格，形成开放、竞争、有序、
绿色、环保的建筑产品供应市场，按照
新区规划和相关要求，经新区管委会批
准，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组
织建设的。

公告称，该项目将由雄安基础建设、
中标联合体以及经雄安新区管委会审核
通过的当地合法合规商品混凝土搅拌站
企业（以下简称“地方合法合规企业”）共
同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
为7000万元，其中：雄安基础建设拟持股
比例为 51%；中标联合体拟持股比例为
28%；地方合法合规企业合计拟持股比例
为21%。项目公司各持股方在合作期限
内按实缴注册资本金出资比例享有项目
公司的相应股东权益。合作期限届满后
项目中标人、地方合法合规企业分别以1

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各自全部股份给雄
安基础建设。项目公司存续期满后，按
照有关法律流程清算解散。

本项目中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
资、勘察设计、釆购、施工、销售、维护等
方面管理，中标联合体负责项目的具体
实施。

海南瑞泽表示，公司子公司瑞泽双

林建材一方面可以在该中标项目合作期
限内按实缴注册资本金出资比例享有项
目的经营收益权；另一方面可以获取本
项目生产运营环节的收入 58.03 元/m3。
该项目合同正式签订并顺利实施后，将
有利于公司拓宽市场领域，助力雄安建
设，同时享受雄安开发政策红利，对公司
未来业绩起到积极影响。

助力雄安建设 拓宽市场领域

海南瑞泽中标
雄安新区寨里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普利制药
（300630）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地氯雷他定分散
片和地氯雷他定干混悬剂的《药品补充
申请批件》（一致性评价），将有利于提升
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

资料显示，地氯雷他定为非镇静性
的长效三环类抗组胶药，为氯雷他定的
活性代谢物，可通过选择性地阻断外周
H1受体，抑制各种过敏性致炎的化学介
质的释放，缓解过敏性鼻炎或慢性特发

性荨麻疹的相关症状。
据悉，地氯雷他定由Sepracor公司研

制，Schering-Plough 公司开发并在全球
53个国家上市。地氯雷他定分散片及干
混悬剂型在国内外均未上市，为普利制
药独有剂型。

该 公 司 的 地 氯 雷 他 定 分 散 片 于
2004 年 7 月 14 日首次获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上市，地氯雷他定干混悬
剂 0.5g：2.5mg、1g：5mg 分别于 2004 年 8
月 11 日、2011 年 1 月 30 日首次获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这两个项
目也同时申报了欧盟，审评也均进入
尾声。

普利制药在公告中表示，公司继
地氯雷他定片之后又获得了地氯雷他
定分散片以及地氯雷他定干混悬剂的
一致性评价批准，对普利制药意义重
大，地氯雷他定一系列的剂型一致性
获批不仅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场竞
争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

普利制药一药品一致性评价获批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4 月 6 日晚
间，ST海马公告于2021年3月份产销数
据，3月，该公司销量同比增长150.31%。

具体来看，3 月份，ST 海马 SUV 车
型生产量 1588 辆，同比增长 89.27%；销
量 2338 辆，同比增长 78.47%。MPV 车
型3月生产711辆，销售量941辆。2021
年截至 3 月份，SUV 车型累计生产 4711
辆，同比增长 220.69%；累计销量 5652
辆，同比增长118.14%。MPV车型，累计
生产 1437 辆，累计销售 1304 辆。基本
型乘用车累计生产 48 辆，累计销售 48
辆。

总体来看，今年3月，ST海马共生产
汽车2299辆，同比增长174.02%；共销售
汽车3279辆，同比增长150.31%。截至3

月份，全年累计共生产汽车6196辆，同比
增长321.78%；累计共销售汽车7004辆，
同比增长170.32%。

资料显示,今年2月海马汽车销量为
2089 辆，同比增长 1458.96%，其中 SUV
销量为1730辆，MPV销量为311辆，基本
型乘用车销量为48辆；前2个月，海马汽
车销量为3725辆，同比增长190.79%。

1 月公司汽车生产量为 1712 辆，同
比增长171.75%；销售量为1636辆，同比
增长42.63%。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事实并没有
这么简单。由于海马汽车一直在为造车
新势力小鹏汽车代工G3车型，因此该车
型也被计入海马汽车产销数据中。

ST 海马披露的 2020 年度业绩预告

显示，2020年该公司预计的经营业绩处
于亏损状态。报告期内，该公司预计实
现营业收入28亿元-33亿元，预计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9亿
元-13.5亿元，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亏损10.4亿元-14.9亿元。

该公司称，2020 年度，公司生产经
营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影
响，加之公司汽车产品调整仍处于攻坚
阶段，营销模式创新成果尚未完全体
现，公司产品市场表现未达预期，汽车
产销量同比下滑，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亏
损。公司根据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对
闲置资产、停产车型、积压存货、库存整
车等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相应资产
减值损失。

ST海马3月销量同比增长150%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近日，*ST
大洲公告，公司拟抓住乌拉圭国家融
资政策支持企业的有利时机，推进海
外全资子公司 RONDATEL S.A.（以
下简称“乌拉圭22厂”）在当地银行申
请经营贷款，拟将内部子公司间的债
务往来转为增资。

截止2020年11月30日，乌拉圭22
厂欠恒阳香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恒阳香港”）576 万美元，由于该笔
内部债务影响到乌拉圭 22 厂进行融
资，*ST大洲拟将该笔内部债权进行债
转股。

具体过程为，由恒阳香港将该笔
债权以同等金额转让给恒阳拉美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阳拉
美”），再由恒阳拉美以债转股方式向
乌拉圭22厂进行增资。由于乌拉圭法
律规定净资产占实收资本的比例不能
低于25%，因此本次增资先用实收资本
和资本公积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再将
乌拉圭 22 厂注册资本增至 1.5 亿乌拉
圭比索。

本次增资不涉及实际出资，完成
后，恒阳拉美对乌拉圭22厂持股比例
不变，均为 100%持股，乌拉圭 22 厂仍
为*ST大洲的四级全资子公司。

乌拉圭22厂主要从事牛肉制品及
副产品的生产、屠宰、分割、储藏、冷
藏、包装、制造、工业化生产、贸易、经
销和进出口业务，2020年2月因疫情和
资金困难影响停产，至 2021 年 1 月复
产。财务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9 月
30日，乌拉圭22厂资产总额1.88亿元，
负债总额 1.57 亿元，净资产 3033.8 万
元；2020年1-9月，该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1552.65万元，净利润-2046.65万元。

*ST大洲表示，恒阳拉美对乌拉圭
22 厂债转股增资，目的是优化乌拉圭
22厂的资产负债结构、提升融资能力，
有助于乌拉圭 22 厂获批银行经营贷
款，缓解经营资金紧张。

*ST大洲以债转股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