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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10月11日晚
间 ，中 钨 高 新（000657）、*ST 东 海 A
（000613）发布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
告，两家公司均预喜。或受此影响，12
日，两家公司股价均上涨，中钨高新更是

“一字涨停”，报收11.99元/股；*ST东海
A 报收 3.63 元/股，上涨 2.25%。13 日早
盘，中钨高新高开低走，继续飘红。

今年前三季度，中钨高新预计实现
净利润3.9亿-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1.01%-163.89%，基本每股收益 0.3676

元/股-0.3865 元/股。业绩增长主要由
于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产能逐步释
放；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通过技术改
造优化产品结构，深挖降本潜力，优化营
销策略，提高服务质量水平等措施，生产
经营持续向好，主要产品产销量、毛利
额、归母净利润均同比大幅增加。

*ST东海A在今年前三季度预计实
现盈利约230万元至330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126.37%至 137.84%，实现扭亏为
盈。其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国内旅游

业及旅游服务业经营较去年同期有所好
转，以及公司酒店增加经营业务、升级软
硬件后效益提升等原因，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中钨高新是国内数控刀片最大生产
商和技术领先者，作为五矿集团唯一的
钨产业管控平台，公司打通了钨产业上
游资源、中游冶炼、下游硬质合金产品的
全流程环节。依托完整产业链优势，公
司目前是国内主要数控刀片生产商和全
球重要硬质合金生产商。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中信证券研报
分析，中钨高新项目投放进度不及预期，
矿山资产注入不及预期，刀片需求大幅
波动，数控刀片国产化进程不及预期，行
业数控刀片产能超预期释放。

*ST 东海 A 主要从事酒店住宿和
餐饮服务。因业绩不达标，该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若该公司能延续盈利势头，实现
2021 年业绩扭亏为盈，或将消除退市
风险。

中钨高新、*ST东海A前三季度业绩预喜
中钨高新12日“一字涨停”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10 月 11 日，
海马汽车（000572）披露2021年9月份产
销数据，今年 9 月，海马汽车生产量及
SUV销售量出现今年首次同比下滑。

数据的下滑主要集中在SUV车型。
具体来看，生产量方面，9月，SUV产量885
台/套，同比下降19.10%；MPV产量164台/
套，同比增长10.81% ；合计产量1049台/
套，同比下降15.54%。销售量方面，SUV
销售893台/套，同比下降16.54%；MPV销
售300台/套，同比增长284.62%；合计销量
1193台/套，同比增长3.92%。

从全年数据看，海马汽车的产销量

仍呈增长趋势。截至9月份，海马汽车生
产 22279 台/套，同比增长 171.76%；销售
22328台/套，同比增长136.30%。

10月12日，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询
问海马汽车，其9月销量快报数据是否还
包含小鹏G3车型。海马汽车回复称，公
司近期产销快报数据为海马品牌汽车产
品产销数据。根据协议约定，公司与小
鹏汽车的合作将于今年年底到期。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于9日发布的最
新一期“汽车消费指数”显示，9月中国汽
车消费指数为64.6。预计10月中国汽车
销量有望开始恢复增长。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称，受芯片短缺的影响，目前汽车市
场基本处于供给决定需求的状态，市场
需求持续延迟。合资与豪华品牌的汽车
厂商的渠道库存处于较低水平，主流车
型资源不足，订单延迟交付，促销力度明
显回收，消费者多持币观望。

对于“芯片慌”，海马汽车于 9 月 16
日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已就芯片供应
风险积极与供应商沟通，并向供应商发
送预计订单做缓冲储备，目前暂未出现
芯片供货问题。

消息面上，今年8月，海马汽车的控
股子公司及参股子公司的股权划转事项

均已完成，两家公司名称同时进行了相
应变更，变更为海南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海南海马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正
式成为海南最大省属国企海南省发展控
股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此外，海马汽
车也将还清所有银行贷款，“清零贷款”

“轻心上阵”，或成为国内少有的无银行
贷款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

名词解释：汽车消费指数为大于0的
综合指数，以2016年7月为基期，指数值
大于100，说明消费需求高于基期，下期
市场销量高涨；小于100，说明市场需求
低于基期，下期市场销量低迷。

前9月海马汽车售车22328台/套 同比增长136%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海
南矿业（601969）公告披露，截至10月
7 日，公司已处置中广核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广核”，香港联交所
证券代号：01164.HK）股票累计损益
合计为 15148.91 万元（未考虑所得
税），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
的106.29%。

2016 年 11 月 9 日，海南矿业与中
广核签署认购协议，通过全资子公司
香港鑫茂投资有限公司认购中广核增
发的65940万股股票，每股价格0.52港
币，投资金额合计 34288.8 万港币，按
照投资时的相关汇率计算，约折合人
民币29983.16万元。

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7 日，公
司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
方式出售了持有的中广核股票合计
5153 万 股 ，处 置 股 票 损 益 合 计 为
2967.17万元（未考虑所得税），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20.82%。

经查询，9月24日至10月7日，中
广核股票收盘价在0.98港币—1.11港
币之间，以最低收盘价计算，此次出售，
海南矿业至少赚了2370.38万港币。

经初步核算，公司于 9 月 24 日至
10 月 7 日出售的中广核股票资产扣
除其年初账面公允价值及本次相关
交易税费后，预计对公司 2021 年度
净利润的影响合计约为 2477.59 万
元。截至 10 月 7 日，公司出售的中广
核股票资产扣除其年初账面公允价
值及相关交易税费后，预计对公司
2021 年 度 净 利 润 的 影 响 合 计 约 为
12649.34万元。

截至 10 月 7 日，海南矿业尚持有
中广核股票40092.5万股。

海南矿业处置中广核矿业股票
累计损益1.51亿元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普利制
药公告，公司注射用伏立康唑 200mg 及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分别获得在
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销售资格，将对公司
拓展海外市场带来积极影响。

据悉，伏立康唑是一种广谱的三唑
类抗真菌药，治疗侵袭性曲霉病，非中性
粒细胞减少患者中的念珠菌血症，对氟
康唑耐药的念珠菌引起的严重侵袭性感
染（包括克柔念珠菌），由足放线病菌属
和镰刀菌属引起的严重感染，主要用于
进展性可能威胁生命的真菌感染患者的
治疗，预防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HSCT）的高危患者中的侵袭性真菌感
染。

普利制药的注射用伏立康唑在公司
研发后，分别递交美国、欧盟、中国、澳大
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仿制药注册申

请，属共线生产产品。本品已于2018年
11月获得美国FDA的批准；于2019年3
月获得荷兰药物评价委员会（CBG）的上
市许可；于 2019 年 4 月获得德国联邦药
物和医疗器械管理局（BfArM）的上市许
可。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是抗癫痫
药物，主要用于患者以下症状发作时的
辅助治疗：4岁及以上儿童和成人癫痫患
者的部分性癫痫发作的加用治疗；12岁
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癫痫患者的肌阵挛
性癫痫发作的加用治疗；12岁及以上儿
童和成人患有特发性全身性癫痫发作的
原发性强直阵挛发作的加用治疗。

普利制药的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
液成功研发后进行了多国注册申报，已
分别于2016年11月获得德国上市许可，
2016年12月获得荷兰上市许可，2017年

3月获得美国上市许可，2019年9月获得
英国上市许可，2020 年 8 月获得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注册批件，2020年
11月获得西班牙药品医疗器械管理局上
市许可，2021 年 6 月获得泰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上市许可。

普利制药坚持产品全球注册战略，
通过公司自主研发，已成为国内为数不
多的针剂领域的国际化先导企业，让更
多高品质药品走向世界，也让中国老百
姓用上出口欧美的高品质药品。该公司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已与欧美等国家和
地区的多家经销商签订区域独家销售合
同，打开了公司制剂出口的道路，截至目
前，公司已有10多个产品在欧美多国获
批上市，产品已成功销往美国、德国、法
国与英国等国家，公司已初步形成了中
国制造、全球销售的国际化格局。

又有两药品获海外销售资格

普利制药已有10多个产品获批在欧美多国上市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京粮控
股（000505）披露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拟向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北
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
农食品集团”）定增募资不超过6亿元。

根据预案，京粮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为5.68元/股，拟非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1.06亿股（含），
且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
司总股本的30%，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6亿元（含），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
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在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实际情
况以自筹资金先行偿还部分银行贷款，并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本次发行对象为京粮控股间接控
股股东首农食品集团，首农食品集团发
行前通过京粮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39.68%的股份，属于公司的关联方。首
农食品集团以现金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认购。

京粮控股称，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首农食品集团将进一步增强对公司的控
制权。首农食品集团作为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可以协调其优质产业资源，充分发
挥与公司业务发展的协同效应，提升公
司竞争优势，增强公司的融资能力，从而
推动公司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升公
司质量和内在价值，有利于维护全体股
东的合法利益。

公开资料显示，京粮控股主营业务
为油脂油料加工销售及贸易和食品制
造。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53.28亿
元，同比增长42.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8832.82万元，同比增长
19.75%。

6亿元！京粮控股向间接控股股东定增用于还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