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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域汽车 600741 巴士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茅其炜

电话 （8621）22011701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威海路489号

电子信箱 huayuqiche@hasco-group.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34,935,691,681.97 123,372,626,476.02 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2,225,943,462.24 41,283,559,419.08 2.2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308,566,789.13 3,473,499,486.39 -4.75

营业收入 81,626,642,762.22 68,394,000,870.62 1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773,848,889.52 3,232,817,994.30 4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38,768,000.04 3,076,754,913.25 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07 8.22 增加2.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14 1.025 47.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说明：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收购原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华

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域视觉]50%股权。 2018年3月，公司完成收购华域视觉50%股

权相关工作，华域视觉自2018年3月1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上述股权收购交易构成多次交易分

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原持有的华域视觉50%股权在购买日按

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非经常性损益计入当期投资收益，即公司原

持有的华域视觉50%股权一次性溢价9.18亿元人民币（未经审计）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以上是导致公司

2018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如剔除上述

股权收购交易带来的非经常性损益及其他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8.52%。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5,05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32 1,838,663,129 286,214,858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53 205,964,185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7 144,162,853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

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61 50,700,785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

华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9 34,236,096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8 31,008,30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0.90 28,283,276 无

安邦资产－民生银行－安邦资产－

盛世精选5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74 23,226,712 无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2 22,679,791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1 22,352,721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股东公司未知其

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华域汽车2013

年公司债券

13华域02 122278 2013-11-18 2018-11-18 28 5.72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2.17 59.5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3.41 59.60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在宏观经济环境、市场消费环境及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下，国内汽车市场销量总体增速趋

缓。 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销售整车1,399.9万辆，同比增长3.7%，其中乘用车销售1,166.4万辆，同比增长

3.5%。

报告期内，公司密切跟踪国内汽车市场产销变化趋势，积极把握消费结构升级、核心客户及自主品牌

较快增长等机会，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做好区域产能适时调配，深化精益生产管理，提升运营质量水平，保

证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 同时，公司坚持“零级化、中性化、国际化” 发展战略，积极把握汽

车行业“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发展趋势，根据“3+2+1” 即智能与互联、电动系统、轻量化3个

专业板块，内外饰、底盘2个集成平台，国际和国内协同作用的1个投融资平台的业务体系规划建设要求，

顺利完成原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50%股权收购、华域麦格纳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设立、汽车电子泵类

业务整合等工作，智能驾驶主动感应系统（ADAS）继续加快已量产24GHz后向毫米波雷达产品的市场

开拓工作，77GHz角雷达完成样件开发，77GHz前向毫米波雷达产品正在加紧研发中。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内外饰件 51,637,089,141.09 44,723,188,590.56 13.39 16.20 17.24 -0.77

金属成型和模

具

5,737,351,937.51 5,049,353,369.95 11.99 71.41 76.79 -2.68

功能件 17,072,851,348.96 14,800,916,083.56 13.31 18.01 17.95 0.04

电子电器件 2,766,064,176.68 2,316,988,837.24 16.24 32.73 33.50 -0.48

热加工件 481,850,135.95 432,339,430.24 10.28 -3.29 2.18 -4.80

合计 77,695,206,740.19 67,322,786,311.55 13.35 19.83 20.85 -0.73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62,362,797,392.29 27.12

国外 15,332,409,347.90 -2.82

合计 77,695,206,740.19 19.83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741

证券简称：华域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8-022

债券代码：

122278

债券简称：

13

华域

02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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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8月13日以专人送达、传真、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收到9

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本次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见公司当日《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临2018-02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2016年修

订）》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修订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本次修订进一步完善

了对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专业性以及独立性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有利于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保障公司独立

董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741

证券简称：华域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8－023

债券代码：

122278

债券简称：

13

华域

02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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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8月13日以专人送达、传真、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收到3

名监事的有效表决票，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本次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并形成书面意见如下：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以及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报告中所载内容反映了报告期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没有发现参与2018年半年度报告编制

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741

证券简称：华域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8-024

债券代码：

122278

债券简称：

13

华域

02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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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的总体要求和上海市

委《关于本市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委办发〔2017〕7号）

及上级工作部署，参照上海市国资委党委《关于市管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指导意见》

（沪国资党委[2017]� 136号），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

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1、《公司章程》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现修改为：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有关

规定，制订本章程。

2、《公司章程》第十二条(新增)：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发挥领导核心

和政治核心作用。 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3、《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以确保董事会落实股东大会决议，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科学决策。 董

事会议事规则作为本章程的附件，由董事会拟定，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下设3个专门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现修改为：

董事会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以确保董事会落实股东大会决议，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科学决策。 董

事会决定公司改革创新发展中的重大战略和改革事项、重大工程和重要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等重

大问题，应事先听取党组织的意见。

董事会议事规则作为本章程的附件，由董事会拟定，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下设3个专门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4、《公司章程》第十二条及以后章节序号依次顺延。

特此公告。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公司代码：

600741

公司简称：华域汽车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哈三联 股票代码 0029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庆福 沈晓溪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 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

电话 0451-57355689 0451-57355689

电子信箱 medisan1996@126.com medisan1996@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95,440,227.20 381,950,356.86 16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4,432,383.13 81,078,797.39 7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9,847,086.46 75,333,003.02 -2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8,029,396.08 32,276,974.94 482.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34 35.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 0.34 35.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6% 9.97% -2.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470,199,078.50 2,183,746,388.06 1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6,078,158.00 1,834,946,594.59 2.7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70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秦剑飞 境内自然人 39.07% 123,705,000 质押 25,500,000

周莉 境内自然人 11.62% 36,787,500

诸葛国民 境内自然人 8.53% 27,000,000

哈尔滨利民盛

德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自然人 3.91% 12,375,000

秦臻 境内自然人 3.55% 11,250,000

中瑞国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5% 8,700,000

达孜县中钰泰

山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3% 6,750,000

王明新 境内自然人 0.81% 2,565,000

中合供销一期

（上海） 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1% 2,250,000

慧远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7%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秦剑飞与周莉系夫妻，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秦剑飞与秦臻系父子，除上述情

况外，各股东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1、主要业务

公司专业从事化学药品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现已形成产品线丰富、剂型齐全、适应症范围广泛

的竞争优势，拥有143个药品品种，226个药品注册批件，其中149个品规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43个品规

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公司产品主要布局神经系统类、心脑血管类、全身抗感染类、肌肉骨骼类、

营养性输液、体液平衡性输液等医疗领域，主要产品为奥拉西坦注射液、米氮平片、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

液、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葡萄糖注射液和氯化钠注射液等药品。2016年，公司开始涉足医疗器械研发、生

产和销售，并取得第二类医疗器械辅料、护创材料的生产许可，主要产品为医用透明质酸钠修复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详细信息如下：

适应症 主要产品 适应症

神经系统类

奥拉西坦注射液 用于脑损伤及引起的神经功能缺失、记忆与智能障碍等症的治疗

米氮平片 用于抑郁症的治疗

注射用肌氨肽苷 由脑血管意外引起的瘫痪；周围神经疾患引起的肌内萎缩

注射用甲钴胺 用于周围神经病；因缺乏维生素B12引起的巨幼红细胞性贫血的治疗

心脑血管系统类

缬沙坦分散片 治疗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

注射用盐酸川芎嗪

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病，如：脑供血不足、脑血栓形成、脑栓塞及其他缺血

性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脉管炎等

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

用于颅脑外伤、脑血管病后遗症伴有记忆减退及注意力集中障碍的症状

改善

肌肉骨骼类

注射用骨肽 用于增生性骨关节疾病及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等，并能促进骨折愈合

骨肽氯化钠注射液

用于促进骨折愈合，也可用于增生性骨关节疾病及风湿、类风湿关节炎

等的症状改善

全身抗感染类

伊曲康唑分散片

1、妇科：外阴阴道念珠菌病。 2、皮肤科/眼科：花斑癣、皮肤真菌病、真菌

性角膜炎和口腔念珠菌病。 3、 由皮肤癣菌和/或酵母菌引起的甲真菌

病。 4、系统性真菌感染：系统性曲霉病及念珠菌病、隐球菌病（包括隐球

菌性脑膜炎），组织胞浆菌病、孢子丝菌病、巴西副球孢子菌病、芽生菌

病和其它各种少见的系统性或热带真菌病

注射用炎琥宁 适用于病毒性肺炎和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

体液平衡性输液

氯化钠注射液

各种原因所致的失水，包括低渗性、等渗性和高渗性失水；高渗性非酮症

糖尿病昏迷，应用等渗或低渗氯化钠可纠正失水和高渗状态；低氯性代

谢性碱中毒；外用生理盐水冲洗眼部、洗涤伤口等；还用于产科的水囊引

产

葡萄糖注射液

补充能量和体液，低糖血症，高钾血症，高渗溶液用作组织脱水剂，配制

腹膜透析液，药物稀释剂，静脉法葡萄糖耐量试验，供配制GIK（极化

液）液用

羟乙基淀粉130/0.4氯化

钠注射液

治疗和预防血容量不足，急性等容血液稀释（ANH）

营养性输液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

适用于需要补充谷氨酰胺患者的肠外营养，包括处于分解代谢和高代谢

状况的患者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18AA-Ⅲ)

氨基酸类静脉营养药，用于临床营养支持，用于外科

抗肿瘤药物

注射用奥沙利铂

一线应用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 辅助治疗原发肿瘤完全切除后的IlI期

（Duke's�C期）结肠癌

羟喜树碱注射液 用于原发性肝癌、胃癌、头颈部癌、膀胱癌及直肠癌

其他类

注射用氯诺昔康 手术后急性中度疼痛的短期治疗

注射用细辛脑 用于肺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伴咳嗽、咯痰、喘息等

注射用利福霉素钠

用于结核杆菌感染的疾病和重症耐甲氧西林金葡菌、表葡菌以及难治疗

性军团菌感染的联合治疗

医疗器械 医用透明质酸钠修复贴

1、适用于轻中度痤疮、促进创面愈合与皮肤修复；2、对痤疮愈后、皮肤过

敏与激光光子治疗术后早期色素沉着和减轻瘢痕形成有辅助治疗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2018年上半年，面对医药行业政策的不断深入实施，公司董事

会和管理层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法，围绕“合规、高效、责任、分享” 年度工作主线，充分发挥公司的资

源优势，以创新为引领，以市场为前提，以分享为始终，积极调整营销策略，深挖市场潜能，强化优势产品

架构，加强内部管理，公司的经营发展取得良好成效。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544.0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443.24万元。

2、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及周期性特点

医药行业作为需求刚性特征最为明显的行业之一， 其行业周期性特征并不突出。 作为 《中国制造

2025》的重点发展领域，医药行业在国家的空前重视下，行业地位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医药产品与人们

的健康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医药行业的未来市场

将会保持持续增长态势。2018年上半年，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化，两票制、一致性评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制度等政策加速行业优胜劣汰，对于制药企业而言，有挑战更有机遇。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2018年上半年，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经济日报社、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等单位在上海联合举办的“2018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中，公司

位列品牌榜单前四十，充分彰显了公司在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区域品牌和自主创新品牌四大方面的发展

优势。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哈尔滨裕实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23日，注册资本6000万元，为公司全新设立的全资子

公司。

2)哈尔滨三联医药经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23日，注册资本500万元，为公司全新设立的全资

子公司。

3)北京湃驰泰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23日，注册资本7374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哈尔滨裕实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4)哈尔滨裕阳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16日，注册资本500万元，为公司全新设立的全资子

公司。

证券代码：

0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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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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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602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 （A�股） 股票5,276.67万

股， 每股面值1元，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18.07元。 截至2017年9月18日止，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953,494,

269.00元，扣除发行费用53,375,312.82元，募集资金净额900,118,956.18元。

截止2017年9月18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大华验字[2017]000685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144,797,732.75�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

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126,881,200.00�元；于募集资金到位起至2018�年

6�月 30�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7,916,532.75�元，购买理财产品649,000,000.00元，闲置

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12,915,857.63元。 截止2018�年 6�月 30� 日，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119,237,081.06�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

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业经本公司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

坊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哈尔滨分行营业部、中国光大银行哈尔滨阳光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

管理不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明细如下：

银行名称 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坊支行 08051201040031710 医药生产基地建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哈尔滨分行营业部 65010078801000000124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中国光大银行哈尔滨阳光支行 75950188000143672 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

2017年10月9日，公司会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坊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

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或发行募集

资金净额的5%的，公司及商业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一次或

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或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5%的， 商业银行应当及

时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坊支行 08051201040031710 747,830,000.00 82,637,578.69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哈尔滨分行营业部

65010078801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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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50,000.00 24,348,855.98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哈尔滨阳光支行 75950188000143672 50,938,956.18 12,250,646.39 活期

合计 900,118,956.18 119,237,081.06

注：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768,237,081.06元，与上表募集资金账户“截止日余额” 差异为649,

000,000.00元，系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导致，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

坊支行

中国农业银 行 “本利丰 ” 定向人民币 理财产 品

(BFDG180132)

24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

坊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汇利丰” 2018年4838期对公定制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300,00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有限公司黑龙江分行 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五十一期产品3 30,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2期

79,000,000.00

合计 649,000,000.00

三、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

违规情况。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22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900,118,956.1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3,929,778.1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44,797,732.7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注

1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

期末

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否

747,830,

000.00

747,830,

000.00

10,274,

383.49

135,281,

838.12

18.09

2020

年 9月

18日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

目

否

101,350,

000.00

101,350,

000.00

2020

年 9月

18日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 否

50,938,

956.18

50,938,

956.18

3,655,

394.63

9,515,

894.63

18.68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900,118,

956.18

900,118,

956.18

13,929,

778.12

144,797,

732.75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

募投项目）

公司于2015年初完成募投项目设计及相关备案工作，2017年9月募集资金到位。 由于项目方案设

计时间相对较早，医药行业发展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此背景下，公司对产品营销策略进行调

整和优化，使得募投项目的进展有所放缓。 因此，为了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经审慎研

究论证，调整了“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 的实施进度，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为

2019年12月31日。 上述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自筹资金实际

投资额12,688.12万元，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2017]003735

号”鉴证报告核验。 2017年10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为人民币12,688.12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和用于购买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1：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拟新建冻干粉针剂生产线、非PVC软袋输液生产线、口服固体制剂生产

线、全自动化玻璃瓶输液生产线、塑料安瓿水针剂生产线、内封式软袋输液生产线、化学原料药生产车间

和生化原料药生产车间，同时配套建设锅炉、质检中心、污水处理、仓库等辅助设施，整体建成前，尚无法

产生经济效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拟在哈尔滨现有厂区内新建工程技术中心，采购研发设备和

办公设备，配备相应的研发人员，项目实施后，将增加公司研发部门硬件和软件实力，加快研发进程，促进

研发成果转化，不产生直接利润；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拟以哈三联为主体，建设营销与服务网络中

心，项目实施后，将提高公司产品销量、市场推广和服务水平，不产生直接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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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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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实施期限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 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602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 （A�股） 股票5,276.67万

股， 每股面值1元，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18.07元。 截至2017年9月18日止，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953,494,

269.00元，扣除发行费用53,375,312.82元，募集资金净额900,118,956.18元。 上述资金已于2017年9月

18日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7]000685号”验资报告验证确

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

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承诺投资金额 累计已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1 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74,783.00 13,528.18 18.09% 2020年09月18日

2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10,135.00 0.00 - 2020年09月18日

3 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 5,093.90 951.59 18.68% 2018年09月18日

合计 90,011.90 14,479.7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募投项目“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实施期限延长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与投入情况，同时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内外部环境等因素，在项目实施主

体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现拟延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 的

实施期限，调整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调整前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 2018年9月18日 2019年12月 31日

（二）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延长的原因

公司于2015年初完成募投项目设计及相关备案工作，2017年9月募集资金到位。 由于项目方案设计

时间相对较早，医药行业发展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此背景下，公司对产品营销策略进行调整和优化，

使得募投项目的进展有所放缓。 因此，为了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经审慎研究论证，拟调整

“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的实施进度，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

四、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延长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 延长实施期限，是根

据公司经营需要及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内容、实施主体均未发生变

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会对已实施的项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调整后，

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科学决策，不断提升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安全与合法有效，实现公司与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

五、相关审批程序和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本议案无

须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期限，是综合考虑项目实际实施情况而作出

的审慎决定，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和公司的现状，有利于投资效益的更好发挥；本次延期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

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期限。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建设内

容未发生变化。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已履行了必要

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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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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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关成山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关成山先生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阅关成山先生的学历、职称等履历资料，我们认为关成山先生的教育背景、任职经验、专业能力

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要求。 关成山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董事会审议的程序均符合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聘任

关成山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2日

附件：

关成山先生个人简历

关成山，男，汉族，42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哈

药集团世一堂制药厂质量部化验员，哈尔滨三联药业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QA主管、针剂车间主任、质量

总监兼质量管理部经理、质量受权人，现任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受权人、质量总监。

关成山先生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9.26万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0.0924%。 除上述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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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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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通知以书面及通讯形式于 2018年8月20日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18年8月22日上午9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出席并表决的董事9名（其中董事秦剑飞、赵庆福出席现场会议，其他

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4、公司董事长秦剑飞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监事及总经理列席。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告。

2、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3、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公告》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核查意见》。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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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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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通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于2018年8月20日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上午10: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4、公司监事会主席丛学智先生主持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上半年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

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募投项目

投资总额、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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