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欧美医疗市场差距最小的前沿领域

肿瘤免疫治疗规模化应用在即

本报记者 戴小河

作为精准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已在市场崭露头角，2015年在美国上市至今，市场销售额迅速放量，今年有望突破10亿美元。

多位科学家、医学界、投行界人士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称，免疫治疗是国内市场与欧美市场差距最小的前沿领域，因为免疫治疗药物与技术在专利问题上的模糊性，国内企业快速推出了相应的产品与技术。 国内企业在普通细胞治疗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较短时间即可实现规模化应用。

全球第一大药物市场

肿瘤是机体在各种致瘤因素作用下，局部组织的细胞异常增生而形成的新生物，常表现为局部肿块。 肿瘤细胞具有异常的形态、代谢和功能，生长旺盛，常呈持续性不受机体控制的生长，最终破坏机体各器官的正常功能。 肿瘤具有隐蔽性强及致死率高等特点。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这是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因素；而环境恶化，尤其是空气与水源的重度污染等因素，也会促使肿瘤发病率进一步提高。

抗肿瘤药物是全球第一大药物市场。 IMS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用于治疗肿瘤的药物开销为1000亿美元，远远高于其他疾病的用药开销，预计2020年将增长至1500亿美元。 2010年-2014年，全球抗肿瘤药物市场复合增长率为6.5%，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复合增长率高达15.5%；美国依然是抗肿瘤药物最大市场，占整个市场近40%份额。 2010年-2014年中国抗肿瘤药物市场高速增长，由430亿元增长至850亿元，复合增长率为14.6%。

从全球抗肿瘤药物市场销售额的结构看，单克隆抗体和蛋白酶抑制剂类产品主导了抗肿瘤药物市场，两者占整个抗肿瘤药物市场65%，传统药物由于价格低廉而导致销售额占比较低。 国内抗肿瘤药物市场与全球市场相比相对保守，在海外市场单抗药物主导整个市场，而国内市场还是传统药物一统天下，烷化剂类和抗代谢类药物占比超过30%。 海内外市场另外差异是，国内市场植物药占比高，达到19.3%，这也是国内整个药物市场特色之一。

肿瘤免疫治疗异军突起

自人类认识肿瘤以来，先后开发了手术治疗、化疗、免疫治疗、放疗等治疗手段。 手术、放疗和化疗一直是治疗肿瘤的三大“主角”。

甲氨蝶呤对急性淋巴白血病取得优良治疗效果，第一次从理论上验证了化疗的可行性。 接下来化疗药物得到了充分发展，针对肿瘤细胞不同特点而设计的化疗药物队伍迅速壮大。

化疗药物往往用于恶性肿瘤的一线治疗，其最大优点是能够快速抑制肿瘤增殖与转移，在短时间内可将病情控制。 由于化疗药物毒性强，对人体正常细胞与组织的毒副作用是限制化疗药物进一步使用的最大障碍。 此外，化疗并不能逆转体内肿瘤组织，当化疗停止一段时间后，肿瘤可能重新复发，患者因为化疗毒副作用而不能重复接受化疗。

由于化疗技术面临着治疗指数低、毒副作用严重等问题，寻找具有特异性的肿瘤治疗方法便成为科学家的新课题。 “靶向治疗”成为新的一招。 这类药物治疗指数高，副作用小，临床可以使用较高的药物剂量控制肿瘤生长，从而达到更好的抗肿瘤效果。 分子靶向药物的出现为肿瘤个体化治疗提供新思路。

与化疗药物相似，靶向治疗药物也存在明显的优缺点。 靶向药物在确定有效的同时对正常组织损害小，这是其最大优点；但分子靶向药物有效性低，药物耐受性导致长期治疗效果下降，且长期用药存在严重不良反应，部分肿瘤不能通过靶向药物得到有效治疗。

肿瘤免疫治疗是指通过激活人体免疫系统，依靠自身的免疫机能，对肿瘤细胞和组织进行杀灭的疗法。 与传统的手术、化疗、放疗不同，肿瘤免疫治疗的直接作用靶标不是肿瘤组织，而是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

人体免疫系统复杂而精密，众多免疫细胞各司其职，通过不同的机制保护机体健康。 肿瘤细胞的产生是基因突变的结果，人的免疫细胞每时每刻都在清除着这些不正常的细胞，通常情况下可以把它们扼杀在摇篮里。

主要的免疫细胞都是由造血干细胞分化而成，其中淋巴样干细胞分化为B细胞、T细胞、自然杀伤细胞（NK）等，而髓样干细胞则分化为巨噬细胞、粒细胞以及红细胞等。 这些细胞在血液中循环，在需要的时候进入组织，通过各自不同的功能保护机体。

免疫治疗利用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对肿瘤细胞进行攻击，不会产生传统化疗及放疗的副作用，也不会产生耐药性。 传统治疗后运用细胞免疫治疗可快速恢复手术造成的免疫损伤，提高机体免疫力，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并可清除术后微小残余肿瘤细胞，防止肿瘤转移。 细胞免疫治疗可直接杀死癌细胞，控制肿瘤的发展及转移。

上市公司发力争夺市场

上市公司在细胞免疫治疗领域已有布局。 海欣股份、香雪制药、中珠控股、康恩贝等公司均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细胞免疫治疗技术研发。 国家卫计委在启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2015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将PD-1、PD-L1和CTLA-4列为肿瘤免疫重要新靶点。

香雪制药的团队由美国肿瘤免疫治疗专家Cassian Yee教授和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李懿博士牵头，针对以肺癌、肝癌和黑色素瘤为主的恶性实体瘤细胞进行高效靶向杀伤，达到清除肿瘤的目的。

2012年10月，中珠控股控股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TNI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发针对胰腺癌的抗癌药物“中珠1018”的临床前研究。 “中珠1018”本质上是一种多肽，能够识别并触发免疫细胞表面的受体，从而激活免疫细胞，解除癌细胞的免疫抑制效应，属于肿瘤免疫疗法中的抗体疗法一类。 “中珠1018”已在美国完成了Ⅰ、Ⅱ期临床试验，Ⅲ期临床试验正待FDA审批。

海欣股份控股子公司海欣生物技术与第二军医大学合作研发的“抗原致敏的人树突状细胞（APDC）”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的、针对晚期大肠癌的治疗性疫苗。 其基本原理是从患者自体外周血中分离的单核细胞，在体外特定条件下诱导成为具有强大抗原提呈功能的树突状细胞（DC），在体外经自体肿瘤抗原致敏，再将致敏的DC回输至患者体内，特异性诱导患者体内T细胞并使之活化，从而产生对癌细胞的攻击。

目前国内仍没有正式投入临床应用的细胞免疫治疗技术。 海欣股份与第二军医大学合作研发的“抗原致敏的人数突状细胞”（APDC）的临床试验进度较为靠前，这是一种针对晚期大肠癌患者的治疗性肿瘤疫苗，该项目于2012年7月获得了国家食药监局（CFDA）的 III期临床试验批件，也是目前唯一由CFDA监管的免疫细胞治疗项目。

与美国相比，国内细胞免疫治疗研究进展缓慢。 据悉，美国现已批准了两个肿瘤免疫治疗的产品，包括2010年4月批准上市的由Dendreon公司研发的Provenge，用于治疗前列腺癌；此外，Bristol-Myers Squibb（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在2011年4月上市的针对“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的单克隆抗体Yervoy，用于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

清华大学医学中心细胞治疗研究所所长张明徽认为，欧美的细胞治疗公司多重视核心技术的开发和规范的临床研究，而国内的免疫治疗行业多是模仿和跟踪，缺乏原创的理论和技术。 某些已在美国经过临床实验淘汰的细胞治疗技术（如传统的自体CIK技术）再在国内开展临床研究的价值不大。 只有拥有原创的细胞治疗核心技术，才能成就中国的细胞治疗产业。

监管政策有待完善

2009年，卫生部印发了《自体免疫细胞（T细胞、NK细胞）治疗技术管理规范》，要求自体免疫细胞技术临床应用必须在三级甲等医院或省级及省级以上专科医院进行，且对自体免疫细胞制剂的制备、产品标准进行了规定。

但是在细胞免疫治疗临床试验申报过程中，卫计委和CFDA责任不明晰，导致临床试验迟迟得不到审批。

目前国内按照“第三方医疗技术”由卫计委来监管免疫细胞治疗，而美国则是由FDA按照细胞类型的差异进行审批，宽进严出；欧洲是按技术审批，日本是备案制。 细胞免疫治疗技术复杂，种类多、差别大，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挑战。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种种原因，前沿研究难以及时进入临床应用，而被淘汰的细胞治疗技术却在利益驱动下无序开展，国内细胞治疗市场比较混乱。

张明徽指出，免疫细胞治疗是一种复杂的医疗技术，在细胞提取、扩增、回输的每一步都需要严格的质量控制。 每位患者的情况不同要采用不同细胞，不同的输注剂量和不同的治疗方案。 如果细胞质量和数量不能做到很好的质控，往往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免疫细胞治疗的实施需要研究型医生和免疫专家的配合。

此外，价格高昂也是细胞免疫治疗技术推广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由于细胞免疫治疗是一种个体化的治疗方法，细胞不能够大规模批量化生产，成本较高，价格昂贵。 据悉，Provenge治疗一个病人开支约为9.3万美元。

抗癌药物发展“三次革命”

□本报记者 戴小河

抗癌药物发展先后出现三次革命， 包括细

胞毒性化疗药物、靶向治疗以及免疫疗法。 免疫

疗法革命性地改变治疗癌症的理念。

目前临床上使用最多抗癌化疗药物基本都

属于细胞毒性化疗药物。 化疗药物的基本治疗

原理是，癌症细胞有不断分裂的特征，只要能杀

死快速分裂的细胞，就可以治疗癌症。 常用化疗

药物机制各有不同， 但统一作用都是杀死快速

分裂的细胞。

细胞毒性化疗药物的死穴是， 只寻找分裂

快的细胞，不能区分恶性细胞还是正常细胞，在

杀死癌细胞同时会杀死大量正常需要分裂的干

细胞。 因此，化疗药物使用剂量必须严格控制，

太少不能杀死癌细胞，太多会产生严重副作用。

靶向治疗

2000

年后在临床上开始使用，主

要针对化疗药物治疗指数太低。 所谓治疗指数

是能产生治疗效果需要的剂量和产生不可逆副

作用的剂量之间的差异。 治疗指数越大，说明药

物越特异、越好。 靶向治疗就是对癌症细胞特异

性强的化疗药物，这种药物只杀死癌症细胞，不

影响正常细胞。 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特异靶向药

物是

2001

年上市的用于治疗

BCR-ABL

突变慢

性白血病的格列卫（

Gleevec

）。 这是癌症药物的

二次革命。 这类药物副作用小， 提高了治疗指

数。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精准治疗的理论基础

正是靶向治疗。

相对于传统化疗或靶向治疗， 免疫疗法的

本质是针对免疫细胞，不是癌症细胞，是动员患

者自身天然的抗癌症免疫功能。

传统癌症治疗方法存在三大缺陷。 传统手

术、放化疗的目标是直接去除或杀死癌细胞。 这

种治疗方法可能导致患者自身极大伤害， 免疫

功能也可能受到伤害。 同时，每个癌细胞可能都

不一样，多数抗癌药，尤其是靶向药物，只针对

特定类型的癌细胞有效。 此外，癌细胞会不断进

化，容易出现耐药性，导致癌症复发率很高。 免

疫疗法靶点是正常免疫细胞， 是激活人体自身

免疫系统来对付癌症细胞。 在理论上免疫疗法

能避免上述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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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发力争夺市场

上市公司在细胞免疫治疗领域已有布

局。 海欣股份、香雪制药、中珠控股、康恩贝等

公司均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合作， 开展细胞免

疫治疗技术研发。 国家卫计委在启动重大新

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2015年度课题申报工作

的通知中， 明确将PD-1、PD-L1和CTLA-4

列为肿瘤免疫重要新靶点。

香雪制药的团队由美国肿瘤免疫治疗专

家Cassian� Yee教授和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

家李懿博士牵头，针对以肺癌、肝癌和黑色素

瘤为主的恶性实体瘤细胞进行高效靶向杀

伤，达到清除肿瘤的目的。

2012年10月， 中珠控股控股子公司湖北

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TNI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共同开发针对胰腺

癌的抗癌药物 “中珠1018” 的临床前研究。

“中珠1018” 本质上是一种多肽，能够识别并

触发免疫细胞表面的受体， 从而激活免疫细

胞，解除癌细胞的免疫抑制效应，属于肿瘤免

疫疗法中的抗体疗法一类。“中珠1018” 已在

美国完成了Ⅰ、Ⅱ期临床试验，Ⅲ期临床试验

正待FDA审批。

海欣股份控股子公司海欣生物技术与第

二军医大学合作研发的 “抗原致敏的人树突

状细胞（APDC）” 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获

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的、针对

晚期大肠癌的治疗性疫苗。 其基本原理是从

患者自体外周血中分离的单核细胞，在体外特

定条件下诱导成为具有强大抗原提呈功能的

树突状细胞（DC），在体外经自体肿瘤抗原致

敏，再将致敏的DC回输至患者体内，特异性诱

导患者体内T细胞并使之活化，从而产生对癌

细胞的攻击。

目前国内仍没有正式投入临床应用的

细胞免疫治疗技术。 海欣股份与第二军医

大学合作研发的“抗原致敏的人数突状细

胞”（APDC） 的临床试验进度较为靠前，

这是一种针对晚期大肠癌患者的治疗性肿

瘤疫苗，该项目于2012年7月获得了国家食

药监局（CFDA）的III期临床试验批件，也

是目前唯一由CFDA监管的免疫细胞治疗

项目。

与美国相比， 国内细胞免疫治疗研究进

展缓慢。据悉，美国现已批准了两个肿瘤免疫

治疗的产品， 包括2010年4月批准上市的由

Dendreon公司研发的Provenge， 用于治疗

前列腺癌 ； 此外，Bristol-Myers� Squibb

（百时美施贵宝） 公司在2011年4月上市的

针对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

LA-4）的单克隆抗体Yervoy，用于治疗转移

性黑色素瘤。

清华大学医学中心细胞治疗研究所所长

张明徽认为， 欧美的细胞治疗公司多重视核

心技术的开发和规范的临床研究， 而国内的

免疫治疗行业多是模仿和跟踪， 缺乏原创的

理论和技术。 某些已在美国经过临床实验淘

汰的细胞治疗技术（如传统的自体CIK技术）

再在国内开展临床研究的价值不大。 只有拥

有原创的细胞治疗核心技术， 才能成就中国

的细胞治疗产业。

与欧美医疗市场差距最小的前沿领域

肿瘤免疫治疗规模化应用在即

□本报记者 戴小河

作为精准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已在市场崭露头角。 其中，

PD-1抗体2015年在美国上市至今，市场销售额迅速放量，今年有望突破10亿美元。

多位科学家、医学界、投行界人士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称，免疫治疗是国

内市场与欧美市场差距最小的前沿领域，因为免疫治疗药物与技术在专利问题上的

模糊性，国内企业快速推出了相应的产品与技术。 国内企业在普通细胞治疗领域积

累了丰富经验，较短时间即可实现规模化应用。

监管政策有待完善

2009年， 卫生部印发了《自体免疫细胞

（T细胞、NK细胞）治疗技术管理规范》，要求

自体免疫细胞技术临床应用必须在三级甲等

医院或省级及省级以上专科医院进行， 且对

自体免疫细胞制剂的制备、 产品标准进行了

规定。

但是在细胞免疫治疗临床试验申报过程

中，卫计委和CFDA责任不明晰，导致临床试

验迟迟得不到审批。

目前国内按照“第三方医疗技术” 由卫计

委来监管免疫细胞治疗， 而美国则是由FDA

按照细胞类型的差异进行审批， 宽进严出；欧

洲是按技术审批，日本是备案制。 细胞免疫治

疗技术复杂，种类多、差别大，对监管能力提出

了挑战。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种种原因，前沿研究

难以及时进入临床应用， 而被淘汰的细胞治

疗技术却在利益驱动下无序开展， 国内细胞

治疗市场比较混乱。

张明徽指出， 免疫细胞治疗是一种复杂

的医疗技术，在细胞提取、扩增、回输的每一

步都需要严格的质量控制。 每位患者的情况

不同要采用不同细胞， 不同的输注剂量和不

同的治疗方案。 如果细胞质量和数量不能做

到很好的质控，往往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免

疫细胞治疗的实施需要研究型医生和免疫专

家的配合。

此外，价格高昂也是细胞免疫治疗技术推

广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由于细胞免疫治疗是

一种个体化的治疗方法，细胞不能够大规模批

量化生产， 成本较高， 价格昂贵。 据悉，

Provenge治疗一个病人开支约为9.3万美元。

全球第一大药物市场

肿瘤是机体在各种致瘤因素作用下，局部

组织的细胞异常增生而形成的新生物，常表现

为局部肿块。 肿瘤细胞具有异常的形态、代谢

和功能，生长旺盛，常呈持续性不受机体控制

的生长，最终破坏机体各器官的正常功能。 肿

瘤具有隐蔽性强及致死率高等特点。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这是恶性肿瘤发病

率上升的重要因素；而环境恶化，尤其是空气

与水源的重度污染等因素，也会促使肿瘤发病

率进一步提高。

抗肿瘤药物是全球第一大药物市场。 IMS

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用于治疗肿瘤的药物开

销为1000亿美元，远远高于其他疾病的用药开

销，预计2020年将增长至1500亿美元。 2010年

-2014年，全球抗肿瘤药物市场复合增长率为

6.5%，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复合增长率高达

15.5%；美国依然是抗肿瘤药物最大市场，占整

个市场近40%份额。 2010年-2014年中国抗肿

瘤药物市场高速增长，由430亿元增长至850亿

元，复合增长率为14.6%。

从全球抗肿瘤药物市场销售额的结构看，

单克隆抗体和蛋白酶抑制剂类产品主导了抗

肿瘤药物市场， 两者占整个抗肿瘤药物市场

65%，传统药物由于价格低廉而导致销售额占

比较低。 国内抗肿瘤药物市场与全球市场相比

相对保守， 在海外市场单抗药物主导整个市

场，而国内市场还是传统药物一统天下，烷化

剂类和抗代谢类药物占比超过30%。 海内外市

场另外差异是，国内市场植物药占比高，达到

19.3%，这也是国内整个药物市场特色之一。

肿瘤免疫治疗异军突起

自人类认识肿瘤以来， 先后开发了手

术治疗、化疗、免疫治疗、放疗等治疗手段。

手术、 放疗和化疗一直是治疗肿瘤的三大

“主角” 。

甲氨蝶呤对急性淋巴白血病取得优良治

疗效果， 第一次从理论上验证了化疗的可行

性。 接下来化疗药物得到了充分发展，针对肿

瘤细胞不同特点而设计的化疗药物队伍迅速

壮大。

化疗药物往往用于恶性肿瘤的一线治疗，

其最大优点是能够快速抑制肿瘤增殖与转移，

在短时间内可将病情控制。由于化疗药物毒性

强，对人体正常细胞与组织的毒副作用是限制

化疗药物进一步使用的最大障碍。 此外，化疗

并不能逆转体内肿瘤组织，当化疗停止一段时

间后，肿瘤可能重新复发，患者因为化疗毒副

作用而不能重复接受化疗。

由于化疗技术面临着治疗指数低、毒副作

用严重等问题，寻找具有特异性的肿瘤治疗方

法便成为科学家的新课题。“靶向治疗”成为

新的一招。这类药物治疗指数高，副作用小，临

床可以使用较高的药物剂量控制肿瘤生长，从

而达到更好的抗肿瘤效果。分子靶向药物的出

现为肿瘤个体化治疗提供新思路。

与化疗药物相似， 靶向治疗药物也存

在明显的优缺点。 靶向药物在确定有效的

同时对正常组织损害小， 这是其最大优点；

但分子靶向药物有效性低，药物耐受性导致

长期治疗效果下降，且长期用药存在严重不

良反应，部分肿瘤不能通过靶向药物得到有

效治疗。

肿瘤免疫治疗是指通过激活人体免疫系

统，依靠自身的免疫机能，对肿瘤细胞和组织

进行杀灭的疗法。与传统的手术、化疗、放疗不

同，肿瘤免疫治疗的直接作用靶标不是肿瘤组

织，而是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

人体免疫系统复杂而精密，众多免疫细

胞各司其职， 通过不同的机制保护机体健

康。 肿瘤细胞的产生是基因突变的结果，人

的免疫细胞每时每刻都在清除着这些不正

常的细胞，通常情况下可以把它们扼杀在摇

篮里。

主要的免疫细胞都是由造血干细胞分化

而成， 其中淋巴样干细胞分化为B细胞、T细

胞、自然杀伤细胞（NK）等，而髓样干细胞则

分化为巨噬细胞、粒细胞以及红细胞等。 这些

细胞在血液中循环， 在需要的时候进入组织，

通过各自不同的功能保护机体。

免疫治疗利用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对肿

瘤细胞进行攻击，不会产生传统化疗及放疗的

副作用，也不会产生耐药性。 传统治疗后运用

细胞免疫治疗可快速恢复手术造成的免疫损

伤，提高机体免疫力，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并可

清除术后微小残余肿瘤细胞， 防止肿瘤转移。

细胞免疫治疗可直接杀死癌细胞，控制肿瘤的

发展及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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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投资者说明

会于2016年4月13日下午14：00—15: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上证E访谈” 栏目，以

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针对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

布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召开投资者说明会预告公告》（临2016-020），风范股份董事长兼

总经理范建刚先生、董事会秘书陈良东先生出席了本次投资者说明会，针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投资者关注的公司相关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回答了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答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说明会上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1、关于此次收购重组事项对于公司前期项目的铺垫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是否会造成公司的损失，

对投资者如何交代。 另外公司在2016年将会以哪个方向发展？

回答：您好！ 自从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以来，公司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但交易

双方就标的资产的范围、具体的交易方式以及交易估价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双方也未签署任何意向性

的协议，公司也未聘请任何中介机构，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损失。 公司未来仍将以电力设备为主业，同

时积极开拓海外电网EPC工程等相关业务，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加快公司转型升级步伐。

2、对于此次终止重组失败事件对公司日后发展有何影响，对于近期股价又有何影响。

回答：您好！ 公司自上市以来主营业务经营稳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条件暂不成熟而终止，对公

司经营不会有任何不利影响。 停牌期间大盘指数有所上涨，我相信公司股票复牌以后，投资者仍能够

心系公司发展，认同公司价值。

3、股民的资金被压了3个月，这期间大盘上涨近10%，损失谁来补？ 公司的公告说本次重组购国

资，但是在以后的公告中并没有体现，公告前后不一致，又是为什么？

回答：您好！股票价格的涨跌浮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公司价值将主要体现在公司经营业绩。公司停

牌重组期间，与包括国资、民企等多家交易标的商谈沟通，并于3月18日初步确定为泰戈特。

4、范董事长您好，请问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利益点是在哪里？ 是准备进军夕阳的煤炭行业吗？

范建刚董事长答：您好！ 泰戈特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选煤工程及选煤设备运营商，拥有较强的技术

实力、优秀的管理团队和市场布局。 公司拟通过资产重组，实现双方资本的联合，同时利用自身在电力

行业的市场网络及上市公司的融资平台，与泰戈特共同开拓电力系统的煤选市场，促进公司的转型升

级，实现双方战略合作，达到多赢之目的。

5、这次重组是为了股票质押蓄意弄的假重组吗？ 什么时候开盘?

回答：您好！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2016年1月19日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进入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 公司将在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情况披露后，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敬请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6、一年盈利2个亿，已经很不错了，敬佩范总的经营能力，但是公司偏安一隅，难免影响公司走出

去的步伐，未来公司最做大做强有些什么打算？

范建刚董事长答：您好！公司未来仍将以电力设备为主业，同时积极开拓海外电网EPC工程等相关

业务，加快公司转型升级。 谢谢您的关注和鼓励！

7、公司会在未来引进战略投资者么？ 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是否会影响未来公司资产证券化的程度？

回答：您好！ 公司不排斥引进对公司发展战略有积极作用的投资者。 公司已经按照上市公司的要

求进行规范治理。

8、2015年业绩不错，会给广大投资者高分红么？

回答：您好！ 公司将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发展和投资者利益等因素，提出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关注公司公告。

关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网址为：http:

//sns.sseinfo.com）的“上证E访谈”栏目。

由于说明会时间有限，公司对投资者提出的问题未能全部回复而深表遗憾，对于长期以来关注、

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对于公司停牌期间对投资者产生的不便再次

深表歉意，也希望能得到广大投资者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励。 后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电话、邮件、传

真、上交所E互动平台等方式与公司进行交流。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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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于2016年1月19日起连续停牌。2016年4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

告》（临2016-019），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6年4月13日，公司在“上证E互动”平台上召开了“风范股份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

者说明会” ， 详情请阅2016年4月14日公司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1)。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4月14日开市起复牌。

提醒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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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征询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截至2016年4月13日，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6年4月11日、4月12日、4月1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已于同日发布《大杨创世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临2016-36号），根据上交所相关规定，

现对36号公告补充如下：

（一） 关注问题、核实对象、核实方式、核实结论。

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股票异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更；公司持股6.43%的股东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以下简称“千石” )公司持股数额发生变

动， 于2016年4月13日卖出公司股份2,356,200股， 持股数额降至8,249,806股， 持股比例降至

4.9999%。千石承诺，将在3个工作日内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除上述事项外，未发现其他应披露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 公司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合理解释

经自查，公司认为，影响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原因如下：

1、公司于2016年3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公司股票于2016年4月11日起复牌。 2016年4月12日，公司召

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 目前，公司正在办理向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报送材料的相关工作。

2、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15年 12�月 31�日总股本16,500万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9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85万元（含税）；每 10� 股

转增 10�股，转增16,500万股，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33,000万股。 公司正在办理方案实施的相关登

记工作。

除上述2个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股价波动的重大事宜。

（三） 其他应披露事项

1、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公司已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确认，除了前述已经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均承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 除上述重组事

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涉及大杨创世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重大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

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补充公告。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