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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1月16日召开的

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和2018

年3月1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总股本由60,000,000股增加至60,562,100股，并修改了公司

章程。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已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56110429R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572弄115号1幢

法定代表人：姚见儿

注册资本：人民币6056.210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11月06日

营业期限：2003年11月06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技术、医药中间体、诊断及科研试剂、仪器的研究、开发，自有技

术成果转让；科研试剂及医疗器械生产，销售自产产品；科研仪器、科研试剂及医疗器械

（限《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中核定的医疗器械，其他医疗器械除外）的批发、佣金代理

（拍卖除外）、进出口；提供上述相关领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不涉及国营

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质检、安检管理等要求的，需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取得相应许可后开展经营业务。 ）。

特此公告。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3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568

证券简称： 星源材质 公告编号：

2018-029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陈秀峰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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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陈秀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0,408,520股（其中50,308,520股为有

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6.25� %。 本次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后，陈秀峰先生累

计质押股份32,900,0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65.27%， 占公司总股本（192,000,000

股）的17.14%。

3、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及时通知公司并披露相应的风

险提示；若股份变动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

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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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节水

探索水权交易业务新模式

3月23日晚，大禹节水发布公告，公司与中

国水权交易所、 北京国泰节水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三方拟通过共同构建涉水项目与水权交易

融合发展理念， 探索社会资本参与农业高效节

水、合同节水、治污、水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建设

的投融资新机制，共同在国内拓展业务合作。

依据协议，三方共同探索实施“农业高效节

水PPP项目+水权交易” 、“合同节水项目+水权

交易”等新型业务模式，通过水权交易实现农业

节水、合同节水等涉水PPP项目中社会资本的创

新进入与退出机制； 三方共同拓展全国农业高

效节水、合同节水和水权交易市场，充分利用各

自的信息网络和渠道，建立市场信息共享机制；

以水权交易为契合点，共同推动项目合作，针对

北京国泰节水和大禹节水正在实施的节水PPP

项目、合同节水项目，联合开展“PPP+水权交

易” 项目的顶层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写、

实施方案编制、项目风险防控等业务。 (张宪)

短期内无并购计划

吉利汽车修炼新能源与智能网联内功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吉利控股总裁安聪慧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吉利汽车短期内已无并购

计划。2018年被公司视为转型之年，将实现从传

统汽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 从传统制造业公司

向科技互联网新势力转型。 另有接近吉利人士

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 吉利方面有意通过旗

下新能源网约车平台曹操专车与戴姆勒进行谈

判，作为入股戴姆勒后的尝试性合作。

业内人士认为，吉利汽车的模块化战略将

持续提高吉利的规模效益， 还将加快新车的

推出速度， 实现新车数量和单车销售量的双

提升。 未来五年，吉利将直接与合资品牌短兵

相接。

海外路线发生根本性变化

近两年， 吉利汽车在海外动作频频。 2017

年，吉利先后收购“马来西亚国车” 宝腾汽车

49.9%股份、 豪华跑车品牌路特斯51%股权、美

国太力飞行汽车公司全部业务及资产、 沃尔沃

集团（AB� Volvo）8.2%股权。2018年2月，吉利

集团收购奔驰母公司戴姆勒9.69%具有表决权

的股份，成为戴姆勒第一大股东。

接近吉利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吉

利方面有意通过旗下曹操专车与戴姆勒方面进

行谈判。 曹操专车是由吉利集团战略投资的新

能源专车服务平台， 目前在中国运营的车辆约

1.6万辆。 未来，曹操专车与奔驰旗下的car2go

将可能互相开放各自业务平台， 作为彼此的尝

试性合作。

这也标志着吉利已明确向外界释放了全新

的发展信号。安聪慧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吉

利汽车短期内已无海外并购的新计划， 吉利现

在的使命和方向是将已经确定的战略规划捋顺

并付出具体行动。

目前， 吉利旗下大的主要资产包括吉利汽

车、领克汽车、沃尔沃汽车、宝腾汽车、路特斯汽

车和伦敦电动汽车六个品牌，覆盖中低端品牌、

中高端品牌、豪华品牌和超豪华品牌，战线扩张

至欧洲、东南亚。

根据吉利规划，从2018年开始，吉利汽车的

海外市场战略将重新调整： 从原来单纯的贸易

出口模式转为产品输出、技术输出模式，通过本

地化生产建立品牌和服务渠道。

吉利的这一海外路线正在快速落地。 据报

道，2月28日， 面向俄罗斯市场生产的新款SUV

吉利Atlas在莫斯科亮相。 该车由吉利在白俄罗

斯工厂组装生产， 开发过程中考虑到了俄罗斯

行车条件的特殊性。“此前，吉利只是单纯贸易

出口到俄罗斯， 现在通过白俄罗斯工厂来实现

本地化生产，用新的方式打开了市场。 ”安聪慧

表示，“过几天吉利将发布全新欧洲战略， 和沃

尔沃全面合作打造的领克品牌， 将进入欧洲发

达国家市场。 从目前已经体现的成果来看，吉利

海外战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我们要实实

在在做好海外市场。 ”

剑指新能源与智能网联

“2018年是吉利的转型之年。 我们将实现

从传统汽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 从传统制造业

公司向科技互联网新势力转型。 ”安聪慧表示。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 作为全国人大

代表的李书福再次重申了 “蓝色吉利行动” 计

划：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吉利整体销量

90%以上。 其中，插电式混动汽车与油电混动汽

车销量占比达到65%， 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达

35%。 这意味着，在吉利2020年200万辆的目标

销量中， 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将要达到180万辆，

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达到63万辆。

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洪少伦表

示，2018年公司计划为大部分主要车型推出新

能源版本， 从而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

比，未来所有车型都将实现电气化。

目前， 吉利的多个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相关

的产业化项目正在建设之中， 其中最主要的项

目包括与科力远合作的CHS长沙油电混合动力

总成项目、 金华动力电池项目以及杭州的新能

源汽车整车项目。

在电池供应商的选择上， 吉利的布局路线

是“内外兼修” 。根据宁德时代披露的招股说明

书，2017年1至6月，吉利控股跃升为公司第一大

客户， 销售金额9.2亿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14.67%。 除了对外采购，吉利于2017年10月投

资浙江衡远、山东衡远，掌握了生产磷酸铁锂和

三元锂电池技术，供其旗下包括沃尔沃、领克等

CMA平台各车款配套使用。

天风证券分析师崔琰认为， 随着双积分政

策的推进， 吉利的新能源前期布局不仅将使之

免于额外的成本压力， 还有可能通过油电混动

等技术平台的搭建，对外销售节能减排技术，获

取经济利益和行业地位。

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快

速推进， 汽车产业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

“原来吉利就是造车， 我们的原则是造型漂亮、

功能多，满足基本交通工具的需要。 但现在不一

样了，我们的造车理念转化为移动终端、第三空

间。因此，我们推出了吉克智能生态系统。”安聪

慧表示。

根据公开资料 ， 吉客智能生态系统

（GKUI）将百度、腾讯、高德、京东、喜马拉雅等

相同或不同领域的互联网服务全部接入， 让用

户在移动应用上拥有更多选择， 满足用户的用

车需求。 目前，2018款博越车型已搭载该系统，

未来将覆盖更多吉利产品。

今年是新产品最多的一年

“近年来，吉利通过不断的海外并购合作取

得了‘体系力’ 的提升。 现在，吉利每一款车型

的推出都在细分市场得到良好表现，吉利的‘体

系力’已经形成。 ”安聪慧表示。

洪少伦透露，2018年是集团新产品最多的

一年，将推出吉利品牌首款MPV、两款轿车、两

款SUV以及两款电动车， 目前所有产品都将升

级改款。

对于2017年吉利和沃尔沃联合打造的中

高端品牌领克， 安聪慧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2018年至少有领克02、03两款车型投放

市场。 产能方面，张家口工厂已落成正在生产

准备阶段。 2019年，领克第三工厂将会投产，

预计投资10亿-15亿元，未来产能会得到极大

提升。 ”

随着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技术的发展，

汽车行业有关核心零部件的话语权也在悄悄发

生更迭。“作为一个主机厂来说，一家企业不可

能同时发展所有方向， 我们相对聚焦CMA、沃

尔沃SPA以及未来电动车PMA等平台、架构的

开发。从动力系统上说，我们在电机、电控、减速

箱一体化全力投入，作为必须掌握的核心技术。

此外，对于互联网应用，吉利在车机的软、硬件

方面正在持续开发。 ”安聪慧表示，对于市场上

已经形成的成熟产品，比如地图、空调系统、转

向、制动产品，吉利将会积极对市场上有竞争力

的产品进行采购与合作。

业内分析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吉

利的向上突破，将沿“配套新车加研发战略协

同” 两大线索造就产业链投资机会。配套吉利

新车型的供应商， 不仅产品销量随吉利汽车

销量猛增， 在吉利日趋全球化和严格化的供

应体系中占得一席之地， 未来还有望获得全

市场更高份额。 同时，与吉利在新能源、智能

驾驶等中长期研发高度协同的供应商， 也将

从技术合作、市场销量、行业地位等方面全方

位受益。

中国太平

2017年总保费增近两成

3月23日，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简

称“中国太平” ）发布年报，2017年中国太平业

务规模快速增长，总保费收入达1,787亿港元，

同比增长19.7%。境内寿险新业务价值136.38亿

港元，同比增长49.6%。 总资产和管理资产规模

达6,665亿港元和11,256亿港元， 分别增长

30.9%和34.0%。 中国太平盈利提升，股东应占

溢利61.36亿港元，同比增长27.0%。

2017年， 太平人寿保费首次突破人民币千

亿元，同比增长20.7%，市场排名提升至第6位；

境内产险保费收入达人民币221亿元，同比增长

21.4%，跑赢大市7.6个百分点；境内寿险总保费

同比增长20.4%，原保费同比增长20.5%，其中个

险期缴新单保费同比增长33.1%；高产能（30万

元人民币期缴保费以上） 人力同比增长32.7%；

银保期缴新单保费同比增长46.8%，其中10年及

以上业务占比超过60%；团体短期员工福利保障

业务同比增长14.0%，其中短期非健康险同比增

长30.2%。 个险、银保四项继续率指标保持行业

领先，团体短期险赔付率保持较好水平。

2017年， 中国太平境外保费规模持续增长，

产险业务原保费收入32.32亿港元；太平人寿香港

保费收入23.31亿港元，同比增长105.9%；再保险

业务保费收入110.58亿港元，同比增长20.5%，其

中产险再保险业务同比增长36.7%， 全球再保险

人排名稳步提升至第36位。 (王凯文)

164家独角兽企业名单发布

□本报记者 杨洁

3月23日， 长城战略咨询联合科技部火炬

中心在北京发布了 《2017中国独角兽企业发

展报告》。 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

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总估值6284亿美元，平

均估值38.3亿美元。 其中，新晋独角兽企业62

家，“毕业”（上市及并购、 创立超过十年）独

角兽企业20家， 更是出现了10家估值在100亿

美元以上的超级独角兽企业，较2016年增加了

3家。 164家独角兽企业主要分布于19个城市、

18个行业领域，84%独角兽企业聚集于 “北上

杭深” 。

技术驱动型企业增多

根据上述报告，蚂蚁金服以750亿美元估值

排名第一， 滴滴出行、 小米分别以560亿美元、

460亿美元估值列第二和第三。 进入2017年超

级独角兽（即估值超过100亿美元）企业名单的

企业达到十家，除了蚂蚁金服、滴滴出行和小米

外，其他超级独角兽企业分别是阿里云（390亿

美元）， 美团点评 （300亿美元）， 宁德时代

（200亿美元），今日头条（200亿美元）、菜鸟

网络（200亿美元）、陆金所（185亿美元）、借贷

宝（107.7亿美元）。

估值在50亿美元以上的有微众银行、平

安医保科技、口碑、金融壹账通、京东金融、饿

了么、平安好医生、威马汽车、联影医疗、蔚来

汽车。

报告显示，2017年，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

大健康、 文化娱乐和物流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数

量排名前五，同时，这五大领域的独角兽企业估

值占据了估值总额的53.9%。电子商务领域独角

兽企业最多，共有33家，占比20%；互联网金融

领域有21家独角兽，占比12.8%；大健康领域有

14家，占比8.5%。 互联网金融领域估值最高，为

1592.7亿美元，占总估值的25%，比第二名电子

商务领域高出690亿美元。 2017年上市“毕业”

的9家独角兽企业中， 也有6家来自互联网金融

领域。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翁啟文在致辞中表

示，十八大以来新经济已然成势，独角兽企业成

为新产业、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新动能的代

表。 长城战略咨询总经理武文生在现场发布报

告时介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务、基因组

学、精准医学、新能源、智能网联等技术驱动型

企业成为独角兽的重要构成。

据武文生介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

务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备

受市场关注的独角兽企业，如旷视科技、商汤科

技、优必选科技、依图科技、寒武纪科技、出门

问问等；以基因组学和精准医学为代表的新一

代生物技术领域有不少独具特色的独角兽企

业，如复宏汉霖、三胞国际医疗、科信美德、信

达生物、碳云智能、药明明码、诺禾致源等；以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为代表的新一代智

能制造领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独角兽企业，如

宁德时代、威马汽车、蔚来汽车、北汽新能源、

奇点汽车、知豆汽车、时空电动等。 同时，我国

聚集了大量的技术驱动型潜在独角兽企业，如

果仁宝、 众享比特、 格灵深瞳、 图森未来、

ZEPP、Moov，源码智能、百泰生物、昆仑数据、

中创为量子技术等。

阿里系独角兽估值占比近半

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分布于

19座城市，“北上杭深” 聚集独角兽企业数量

超过84%，其中北京中关村聚集了70家独角兽

企业，高居榜首。 2017年62家新晋独角兽企业

包括平安医保科技、金融壹账通、联影医疗、北

汽新能源、自如等也集中分布于“北上杭深”

城市，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仍然是独角兽企业的

主要选择。

报告提到，2017年由平台型企业孵化或投

资产生的独角兽企业共77家，逐渐构成产业生

态系统。 其中，阿里巴巴投资、孵化的独角兽企

业最多，高达29家，孵化出的独角兽包括蚂蚁

金服、阿里云、菜鸟网络、口碑、阿里音乐、淘票

票、钉钉、阿里体育8家，投资布局的独角兽企

业则包括小米、滴滴出行、宁德时代、饿了么、

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等。 阿里系独角兽企业总

估值达到3028.4亿美元，占全部独角兽总估值

的48%。

此外，腾讯布局了包括美团点评、自如、滴

滴出行、威马汽车等26家独角兽企业；小米布局

了蔚来汽车、小鹏汽车、金山云、智米科技等12

家独角兽企业；百度布局了包括爱奇艺、优信互

联、我买网等8家企业。阿里、腾讯等平台型企业

已基本形成了围绕消费的生活服务，涵盖“衣、

食、住、行、娱、育” 的产业生态。

据统计，2017年有8家投资机构投中独角兽

企业数量在10只以上。其中，红杉资本投资独角

兽企业共35家，成为年度“最佳投手” ，IDG投

资17家，经纬中国和启明创投各投资16家，晨兴

资本、华平资本各投资14家，高瓴资本、真格基

金各投资12家。

化妆品消费增长强劲

□本报记者 常佳瑞

化妆品行业延续2017年的增长态势。 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1月-2月，化妆品销售

增长达到12.5%。从各大化妆品品牌的年报数据

来看， 高端化妆品的增长跑赢平价产品成为趋

势，主因是消费升级。

高端化趋势明显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化妆品

零售总额达到2514亿元，同比增长13.5%。 历史

数据显示，2015年和2016年全国化妆品零售总

额较上年增长均为个位数。

中国化妆品市场的增长带动多个国际化妆

品巨头在国内市场大赚。 2017年欧莱雅集团在

新兴市场的销售额首次突破100亿欧元大关，亚

太区域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2.3%。 欧莱雅表示，

该增长由中国消费者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市场的

消费热情驱动，兰蔻、科颜氏、圣罗兰等高档化

妆品部在中国市场销售很好， 增速高于巴黎欧

莱雅、美宝莲等品牌的大众化妆品部。

据雅诗兰黛集团2018财年二季报显示，包

括中国市场在内的亚洲地区销售额增长33%至

8.74亿美元。 得益于雅诗兰黛、M.A.C、Tom�

Ford等品牌均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欢迎， 雅诗

兰黛在中国市场实现两位数增长。

亚洲品牌方面，日本公司资生堂财报显示，

中国是资生堂最大的海外市场，2017年销售额

同比增长20.1%至1443亿日元， 营业利润同比

增长2.12倍至113亿日元， 主要受益于资生堂、

肌肤之钥、 茵芙莎等高端化妆品在中国保持了

高增长态势。 韩国公司LG生活健康财报显示，

2017年中国区销售额同比增长34%。 其中高端

产品“后” 、“SU:M37°” 等在以中国为代表

的海外市场取得不俗成绩。

JDND消费指数发布的 《2017年-2018年

美妆消费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的高端护肤理

念逐渐增强。 从用户来看，80后、90后是护肤美

颜的主力军，19至25岁用户更是走年纪轻轻便

使用国际大牌的“高端范儿” 。 从产品来看，大

数据显示，2017年面部护肤、香水彩妆、身体护

理、香水彩妆等颜值消费品类消费额高速增长，

护肤越来越“精致” 。2017销量同比增长最快的

是眼霜，以145.8%增长排名第一，其他依次是精

油、精华、面膜。 报告指出，精华品类的增长意味

着高端护肤增速明显， 且销售最好的精华类商

品都是高端品牌。

上市公司加大布局力度

国内化妆品品牌方面， 上海家化2017年实

现营业收入64.88亿元，同比增加8.82%；净利润

为3.90亿元，同比增加93.95%。 以高端品牌佰草

集为首的护肤品类收入22.7亿，占比35%，同比

增长16.13%。目前，佰草集是中国唯一与欧美日

韩高端护肤品在同一梯队、 同一渠道内竞争的

本土品牌。

对于高端化妆品强劲增长的原因， 中信证

券商贸零售分析师周羽指出， 消费升级是高端

化妆品增速高于大众化妆品的主要原因。 随着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房地产带来的财富效

应，一二线城市家庭年收入在24万以上，三四线

城市家庭年收入在14万以上的中产阶层人数迅

速扩容， 该收入水平是正常情况下开始消费高

端化妆品的起点。 此外，关税及消费税下调、各

大化妆品公司在定价上对中国市场的战略性倾

斜使化妆品内外价差缩小，部分海外消费、海淘

消费回流国内， 也推动了中国市场高端化妆品

旺销。

快速增长的化妆品消费市场吸引了上市公

司加大布局。 致力于打造“颜值经济产业圈”平

台的青岛金王，2017年净利润大增132.46%，目

前已拥有的200多品牌经销代理权。 人人乐3月

21日公告称拟使用自有资金参与认购青岛金王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 也是

看中了化妆品市场当前巨大的发展潜力。

周羽认为，未来3年-5年，欧美品牌将继续

垄断高端市场，但大众市场将继续分流。 其中，

欧美品牌整体占比将继续下行， 日韩品牌占比

将进一步提升， 本土品牌将逐鹿中端且整体占

比继续提升。

招商银行2017年

净利润同比增长13%

招商银行3月23日发布年报显示，2017年

实现净利润701.50亿元，同比增长13%；资产总

额为62,976.38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5.98%；不

良贷款率较上年末下降0.26个百分点至1.61%。

具体来看，该行2017年实现净利息收入1,

448.52亿元，同比增长7.62%；实现非利息净收

入761.85亿元，同比增长0.67%。盈利稳步增长，

归 属 于 本 行 股 东 的 平 均 总 资 产 收 益 率

（ROAA）和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ROAE）分别为1.15%和16.54%，

同比分别提高0.06和0.27个百分点。

资产质量上，截至2017年末集团不良贷款

总额为573.93亿元， 较上年末减少37.28亿元；

不良贷款率1.61%， 较上年末下降0.26个百分

点；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262.11%，较上年末提

高82.09个百分点。 (张晓琪)

新和成一季度

净利润增长超5倍

新和成3月23日晚发布公告称，2018年第

一季度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4.60亿元至15.76亿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530%至580%。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主要由于

公司维生素A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度上升及

香料类产品量价齐升，使公司2018年一季度净

利润同比上升。 (常佳瑞)

TCL设立

境内外战略股权投资基金

TCL于3月23日晚间公告称， 公司与深圳

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TCL多媒体科技控

股有限公司拟共同打造目标约为7500万美元

规模的海外并购基金及2.01亿人民币规模的国

内并购基金。

公司表示， 设立境内外战略股权投资基金，

主要期望通过专业化的管理和市场化的运作，在

全球投资与TCL集团业务能创造协同效益的产

业，特别是在半导体显示、新一代多媒体及通讯

领域拥有革命性技术的公司及初创企业，在获取

财务收益的同时，通过该基金围绕公司所处产业

进行投资与整合， 强化公司在主业的核心竞争

力，加速公司的产业升级和成长。 (常佳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