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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

2015-077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相关产品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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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近日，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海南锦瑞制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10个产品，共14种规格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产品介绍

1、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

剂型：片剂

规格：5mg/10mg（以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计）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批件号：2015L03811

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为氨氯地平和阿托伐他汀的复方剂型。 氨氯地平是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阿托

伐他汀是一种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 本品中的氨氯地平成分可抑制钙

离子跨膜内向进入血管平滑肌和心肌，而其中的阿托伐他汀成分是HMG-CoA还原酶的选择性、竞争性抑制

剂，HMG-CoA的作用是将羟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A转化成甲羟戊酸，即包括胆固醇在内的固醇前体。 适用

于高血压或心绞痛患者合并高胆固醇血症或混合型高脂血症的治疗。

该产品于2011年11月14日申请临床试验研究获得受理（受理号：CYHS1101409琼）。

2、伏立康唑片

1）剂型：片剂

规格：50mg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批件号：2015L04304

2）剂型：片剂

规格：200mg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批件号：2015L04305

伏立康唑的作用机制是抑制真菌中由细胞色素P450介导的14� -甾醇去甲基化， 从而抑制麦角甾醇的生

物合成。 本品对念珠菌属（包括耐氟康唑的克柔念珠菌，光滑念珠菌和白色念珠菌耐药株）具有抗菌作用，对

所有检测的曲霉属真菌有杀菌作用。 适用于治疗侵袭性曲霉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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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该产品于2012年02月23日申请临床试验研究获得受理（受理号：CYHS1200236琼、CYHS1200237琼）。

3、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剂型：片剂

规格：5mg（以C35H36ClNO3S计）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批件号：2015L04382

孟鲁司特是一个特异性强效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它阻断半胱氨酰白三烯与受体间的相互作用，从而阻断

器官对白三烯的反应，达到控制哮喘的目的。 对治疗哮喘具有显著疗效。 适用于2岁及2岁以上儿童和成人哮

喘的预防和长期治疗，包括预防白天和夜间的哮喘症状，治疗对阿司匹林敏感的哮喘患者以及预防运动诱发

的支气管收缩。 还适用于2岁及2岁以上儿童和成人以减轻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引起的症状。

该产品于2012年04月12日申请临床试验研究获得受理（受理号：CYHS1200473琼）。

4、坎地沙坦酯氨氯地平片

剂型：片剂

规格：坎地沙坦酯8mg与氨氯地平5mg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3.2类

批件号：2015L04517

坎地沙坦酯氨氯地平片是由血管紧张素II受体阻断剂和钙离子拮抗剂配伍而成的复方制剂。 坎地沙坦酯

为选择性血管紧张素Ⅱ受体(AT1)拮抗剂，通过与血管平滑肌AT1� 受体结合而拮抗血管紧张素Ⅱ的血管收

缩作用，从而降低末梢血管阻力。 同时，氨氯地平作用于血管钙离子通道，减少钙离子进入细胞内，达到舒张

血管平滑肌的作用。 两者在作用机制与作用位点上达到协同作用的目的，同时保护靶器官不受损害。 适用于

治疗高血压。

该产品于2012年12月27日申请临床试验研究获得受理（受理号：CXHL1200904琼）。

5、福辛普利钠片

剂型：片剂

规格：10mg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批件号：2015L04376

福辛普利钠片为抗高血压药，系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在体内转变成具有药理活性的福辛普利拉。

后者能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降低血管紧张素II和醛固酮的浓度，使外周血管扩张/血管阻力降低，而产生

降压效应。 适用于治疗高血压和心力衰竭。 治疗高血压时，可单独使用作为初始治疗药物，或与其它抗高血压

药物联合使用。 治疗心力衰竭时，可与利尿剂合用。

该产品于2012年07月05日申请临床试验研究获得受理（受理号：CYHS1200863琼）。

6、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1）剂型：片剂

规格：2.5mg（以左旋氨氯地平计）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批件号：2015L03451

2）剂型：片剂

规格：5mg（以左旋氨氯地平计）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批件号：2015L03452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为钙通道阻滞剂， 阻滞心肌和血管平滑肌细胞外钙离子经细胞膜的钙离子通道进

入细胞。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能有效降低血压，尤其是收缩压和脉压；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抗动脉粥样硬化

作用。本品降压作用起效缓慢，作用时间长，谷峰比值高，能持久维持有效血药浓度等特点，尤其适合老年单纯

性收缩性高血压的治疗。 本品适用于治疗高血压、心绞痛。

该产品于2011年10月18日申请临床试验研究获得受理（受理号：CYHS1101290琼、CYHS1101291琼）。

7、兰索拉唑肠溶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30mg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批件号：2015L05086

兰索拉唑属于质子泵抑制剂，可在酸性条件下，转变为有活性的代谢物，这种代谢物与分布于该区域的质

子泵的SH基结合，从而抑制该酶的活性，故能抑制胃酸的分泌。 本品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反流性食

管炎、卓-艾综合征（Zollinger-Ellison症候群）、吻合口溃疡。

该产品于2012年11月08日申请临床试验研究获得受理（受理号：CYHS1201513琼）。

8、阿托伐他汀钙片

1）剂型：片剂

规格：10mg（按C33H34FN2O5计）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批件号：2015L04780

2）剂型：片剂

规格：20mg（按C33H34FN2O5计）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批件号：2015L04781

阿托伐他汀钙片是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的选择性、竞争性抑制剂。 本品

适用于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或在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或冠心病等危症患者。

该产品于2012年09月13日申请临床试验研究获得受理（受理号：CYHS1201196琼、CYHS1201197琼）。

9、米格列奈钙片

剂型：片剂

规格：10mg（以C38H48CaN2O6·2H2O计）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批件号：2015L04997

米格列奈钙通过与胰腺β细胞的磺酰脲受体结合，阻碍ATP敏感型K+通道（K-ATP）电流，从而促进了

胰岛素的分泌。本品适用于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餐后高血糖（仅限用于经饮食、运动疗法不能有效控制血糖的

患者或在饮食、运动疗法的基础上加用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后仍不能有效控制血糖的患者）。

该产品于2012年12月26日申请临床试验研究获得受理（受理号：CYHS1201823琼）。

10、盐酸奥洛他定片

1）剂型：片剂

规格：2.5mg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批件号：2015L04989

2）剂型：片剂

规格：5mg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批件号：2015L04990

盐酸奥洛他定主要对组胺H1受体具有选择性拮抗作用，并抑制化学递质(白三烯、凝血恶烷、PAF等)的生

成和游离，对神经递质速激肽的游离具有抑制作用。 本品适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瘙痒性皮肤病(湿疹、皮

炎、痒疹、皮肤瘙痒症、寻常性银屑病、渗出性多形红斑)。

该产品于2013年01月15日申请临床试验研究获得受理（受理号：CYHS1300124琼、CYHS1300125琼）。

上述产品获得临床批件后将进行生物等效性试验或临床试验，完成临床实验后申请生产批件，在获得生

产批件并且通过GMP认证后可投入生产。 因此上述产品获得临床批件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临床批件的有效期为3年，逾期未实施，批件自行废止。 公司将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药品

临床试验质量管理办法》规定，积极开展临床实验研究，其进度及结果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对上述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控制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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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12月18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等方式发出

通知，并于2015年12月29日以通讯及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东晓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董事会出席会议董

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以通讯及现

场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继续收购参股公司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

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继续收购参股公司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公告编号：2015-072）。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3）。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内蒙古艾迪动物标识技术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为了完善和精简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便于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管理，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决定吸收合并孙公司内蒙古艾迪动物标识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公告编号：2015-074）。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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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继续收购参股公司杭州荐量兽

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12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继续收购参股公司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同意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生物制品公司” 、“受让方” ）继续收购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荐量” )股东北京新希望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农国新农业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动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和浙江荐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合计34%的股权。 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壹亿伍仟叁佰万元整（￥153,000,000.00元）。

收购完成后金河生物制品公司持有杭州荐量67%的股权，为杭州荐量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甲方：北京新希望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标的公司股东，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8号B座342号房（德胜园区）；

注册号：110102012714244；组织机构代码：55314998-0；营业范围：投资管理；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厚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乙方：北京中农国新农业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标的公司股东，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院49幢105；注册

号：110000014564414；组织机构代码：58911770-2；营业范围：农业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执行事务合伙人：北

京中农国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丙方：上海动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标的公司股东，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55号乙楼A2049室；法定代表人：周杰；注册号：

310112001234883；营业范围：从事生物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4、丁方：浙江荐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系标的公司股东，住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10号大街；法定代表人：郑建良；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330000000037210；营业范围：生物工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实业投资，机电产品、包装材料的销售。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0198000072684

住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10号大街266号

法定代表人：郑建良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7,792.276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7,792.276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兽用疫苗、禽用疫苗（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经向环保部门排污申报后方可经营）；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收

购本公司生产所需的农畜产品（限直接向第一产业的原始生产者收购）（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目除外， 涉及行政许可项目凭许可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0年9月29日

营业期限：2009年9月29日至2050年12月19日

2、收购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权收购前 股权收购后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荐量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2,649.3738 34%

内蒙古金河生物制

品有限公司

5220.8249 67%

内蒙古金河生物制

品有限公司

2,571.4511 33%

北京新希望产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779.2276 10%

北京中农国新农业产

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1,012.9959 13%

浙江荐量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2,571.4511 33%

上海动健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779.2276 10%

合计 7,792.276 100% 7,792.276 100%

3、2014年度及2015年1-9月份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万元） 21,790.77 33,932.38

负债总额（万元） 13,092.68 20,812.16

所有者权益总额（万元） 8,698.09 13,120.22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6,473.19 12,043.94

利润总额（万元） 1,183.73 1,943.14

净利润（万元） 969.47 1,562.44

注：以上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5]61060022号）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收购资产审计基准日：2015年9月30日。

2、股权收购资产评估基准日：2015年4月30日。

3、股权转让标的及价格

（1）各方同意，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拟收购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5]第746号）为定价依据，确定杭州荐量公司总作价基数为人民币肆亿伍仟万元整（￥450,000,

000.00元），公司34%的股权共26,493,738.40元，出资额总价款为人民币壹亿伍仟叁佰万元整（￥153,000,000.00元）。

（2）各方同意，出让方将其持有的公司合计34%的股权共26,493,738.40元出资额转让给受让方，其中：

A、甲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0%的股权共7,792,276元出资额，价款为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整（￥45,000,000.00元）；

B、乙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3%的股权共10,129,958.80元出资额，价款为人民币伍仟捌佰伍拾万元整（￥58,500,000.00

元）；

C、丙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0%的股权共7,792,276元出资额，价款为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整（￥45,000,000.00元）；

D、丁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的股权共779,227.60元出资额，价款为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整（￥4,500,000.00元）。

4、支付方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受让方金河生物制品公司应向出让方支付50%股权转让款；出让方应在收到50%股

权转让价款后的10个工作日内，与金河生物制品公司共同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工商登记办理完毕后的15个工作日内，金

河生物制品公司支付剩余的50%股权转让款。因实施本次股权转让而发生的所有税负、费用、成本和支出应由各方自行承担，本协议另有

约定或各方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5、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要）及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如需要)就同意此次转让交易

做出批复之日生效。

五、交易定价依据和资金来源

1、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交易定价主要参考了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及疫苗行业实际投资成本等因素。

(1)金河生物制品公司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5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以下简称“评估基准日” ），对标的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拟收购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

联评报字[2015]第746号），选用收益法评估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杭州荐量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41,416.48�万

元。

(2)杭州荐量公司经营历史较长，产品种类较多，生产经营资质齐全，在业内拥有良好的知名度。公司地处东部沿海，有着广阔的市场，

地域优势明显。公司和国内外多家知名研究机构、大学院校、公司进行了广泛的科研合作。杭州荐量公司经多年研发、经营，形成了产品工

艺、技术、质量、采购、销售等综合形成的价值，拥有多个疫苗产品的兽药生产批号。

参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经双方沟通，确认杭州荐量公司全部所有者权益作价基数确定为人民币肆亿伍仟万元

整，34%的股权按总价款基数合计为人民币壹亿伍仟叁佰万元整。

2、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金河生物制品公司，金河生物制品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用于本次收购。在金河生物制品公司

获得并购贷款之前，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向金河生物制品公司提供借款解决收购资金来源，待金河生物制品公司并购贷款获得批准后，再

归还其向公司所借资金。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国家对兽用生物制品的生产监管政策严格，企业要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兽药产品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难度较

大，进入门槛较高。 杭州荐量公司经营历史较长，产品种类较多，生产经营资质齐全，在业内拥有良好的知名度。 公司在2015年7月13日，

收购了杭州荐量公司33%的股份后，对其整体产品体系进行了规划，并对2016年疫苗工作的推进进行了布署，公司实现对杭州荐量公司

的控股，能迅速参与到疫苗行业，有助于公司丰富产品体系，增加利润增长点。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对公司未来发展将起到积极促

进作用。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5]61060022号）；

4、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拟收购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中联评报字[2015]第746号）。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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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5年12月29日，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生物制品公司”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申请并购资金贷款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整，

并由公司为此笔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本次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盛乐五街北（北奇公司东）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0328985691K

法定代表人：张兴明

成立日期：2015年5月6日

经营范围：兽用生物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疫苗稀释液、血清制品、疫苗培养基、免疫增强剂、疫苗佐剂、冻干疫苗耐热

保护剂、兽用器械、塑料制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金河生物制品公司90%的股权，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自然人王家福持有金河生物制品公司10%的股权。

金河生物制品公司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7,468.53

负债总额 16,010.28

净资产 1,458.25

营业收入 148.08

净利润 -271.75

营业利润 -271.68

利润总额 -271.75

（注：金河生物制品公司于2015年5月6日成立，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金河生物制品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相关规定中的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期限是一年，担保金额为人民币一亿捌仟万元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金河生物制品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贷款人民币一亿捌仟万元整，主要用于杭州荐

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并购，符合公司及金河生物制品公司的整体利益。 公司同意为此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无反担保。上述担保事项为全额担保，未按照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进行担保，主要系公司持有金河生物制品公司90%的股权，具有绝

对的经营控制权，且金河生物制品公司资产状况、盈利能力和资信状况良好。 因而股东王家福未按比例提供反担保。

截止2015年9月30日，金河生物制品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91.65%，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对象提供担保需股东大会审议，因此本

次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23,000万元整，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4.20%。本次担保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94%。 没有逾期担保累计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1、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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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16年1月14

日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1月14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1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1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13日下午15:00至2016年1月1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6年1月8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坪路7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召开方式：

（1）现场投票：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

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7、出席对象：

（1）截止2016年1月8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并参与表决。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出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

附后）。

（2）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已经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12月3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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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现场会议登记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

和出席人身份证。

3、登记时间：2016年1月11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30－17:00）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4、登记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84号鼎盛华世纪广场写字楼22层 。

5、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谢绝未按会议登记方式预约登记者出席。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1、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1月14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 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2688 金河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输入买入指令；

②输入证券代码；

③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 1，2.00元代表议案 2；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

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 ， 对应的议案号为 100，相应的申报价格为 100.00元， 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

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100.00元

议案 1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0元

④在“委托股数” 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申报股数 1�股 2�股 3�股

⑤确认委托完成。

（4）计票原则：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 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注意事项：

①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②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③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④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以后登

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

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6）投票举例

①股权登记日持有“金河生物” A股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 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2688 买入 100.00�元 1�股

②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赞成票，对议案二投反对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2688 买入 1.00�元 1�股

362688 买入 2.00�元 2�股

2、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具体流程

（1）股东获得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

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①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帐户号” 、“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6-8位的服

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元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

活指令上午 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

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2.00�元 大于 1�的整数

③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0755-83239016。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①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投票” ；

②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帐号”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③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16年1月13日下午 15:00至 2016年1月14日下午 15:

00。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半天，参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2、会议咨询

联 系 人：高婷

联系电话：0471-3291630

传 真：0471-3291625

联系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84号鼎盛华世纪广场写字楼22层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9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

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序号 表 决 事 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

① 此委托书非累积投票表决符号为“√”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

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② 对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的议案，投票人拥有的投票总数等于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子议案的个数。

如委托人对上述表决事项未作出明确指示，受托人 是□ 否□ 可以按照自

己的意见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关于博时安和

18

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上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

公 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行”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

自2015年12月30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上海银行代理博时安和18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类002266；C类

002267）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上海银行客户服务热线：021-95594；访问上海

银行网站 ：www.bankofshanghai.com；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 ：

95105568(免长途话费)，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了解有

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0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调整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中国证监会发 [2008]第38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

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有关规定，经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5年12月29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 中国动物保健品”

（股票代码940HK） 基于公司最新公告情况并参考最近一次经审计

的净资产情况进行估值调整。

在"中国动物保健品"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

后，恢复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

关注。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081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2015-088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十五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并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

事九名，实际到会董事九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公司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倪林先生主持，会议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划转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决议将本公司持有的子公司金螳螂精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金螳螂精装科技” ）100%股权9,000万元划转至公司

全资子公司金螳螂家居电子商务（苏州）有限公司。暨公司对金螳螂

电商的出资为以金螳螂精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股权出资9,000

万元，其余18,000万元继续通过现金方式出资。 划转完成后，金螳螂

精装科技成为公司的孙公司。

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2015-089号公告。

二、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福州分公司负责人的议案》。

决议将福州分公司注册负责人由吴建光变更为陆红兰。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81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2015-089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划转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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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为实现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平台发展战略，整合资源，提升协同作战能力，做强、做大家装

电商平台，充分整合、融合子公司之间的设计研发优势、施工管理优

势、供应链优势、信息化管理平台优势，确保公司战略意图的实现，公

司拟将本公司持有的子公司金螳螂精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螳螂精装科技” ）100%股权9,000万元划转至公司全资

子公司金螳螂家居电子商务（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螳螂电

商” 或“金螳螂·家” ），作为本公司对金螳螂电商公司的出资。 划转

完成后，金螳螂精装科技成为金螳螂电商的子公司暨公司的孙公司。

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划转子公司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的审议权限在

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交易相关方的的基本情况

1、金螳螂电商

金螳螂电商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是金螳螂利用在公装领域里

多年累积的经验和优势，以及全球化的设计资源、施工资源，打造的

一支有超强执行能力、落地能力的地面部队来解决家装用户痛点，满

足客户需求，为用户提供简单、透明、省钱、省心、放心、个人用户全覆

盖的家装及定制精装线上线下（O2O）一体化商务平台。公司致力于

将“金螳螂·家” 打造成家装电商第一品牌，将金螳螂电商打造为上

亿中国家庭和客户服务的电子商务公司。

1）名称：金螳螂家居电子商务（苏州）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09月14日

3）注册资本：27,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

5）法定代表人：王安立

6）经营范围：电信增值业务；电子商务技术开发；计算机信息科

技、计算机网络科技、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市场调

查、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婚庆服务、清洁服务、财务咨询；承

接：网络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建筑工程、水电安装工程；销售：建筑

材料、室内外装饰材料、陶瓷制品、卫生洁具、家具、家纺用品、家用电

器、日用百货、电动工具、健身器材、音响设备、酒店设备、暖通设备、

净水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7）金螳螂电商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5年11月末，资

产总额2,352.60万元， 负债总额10.91万元， 净资产2,341.69万元，

2015年9-11月未实现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358.31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2、金螳螂精装科技

金螳螂精装科技（原名苏州金螳螂住宅集成装饰有限公司）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螳螂精装科技以人的需求为导向，回归产品本

质，主营定制精装（B2B2C）业务。定制精装业务旨在实现开发商、购

房业主和公司的三赢。

1）名称：金螳螂精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年04月30日

3）注册资本：9,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

5）法定代表人：王安立

6）经营范围：建筑装修工程技术开发；承接建筑室内外装饰装

修工程的施工及设计；承接公用、民用建设项目的水电设备安装；建

筑装饰设计咨询服务；承接建筑幕墙工程的设计、安装及施工；承接

金属门窗工程的施工；承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安装；承接城市园林

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承接消防设施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民用、公

用建筑工程设计；承接钢结构工程施工；承接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

电子商务技术开发；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服务、网络技术咨询、

网络工程；市场调研、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财务咨询；婚庆服务、

清洁服务；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陶瓷制品、卫生洁具、家具、家纺家

饰、装饰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电动工具、健身器材、音响设备、酒

店设备、暖通设备、净水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金螳螂精装科技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11-30 2014-12-31

资产总额 23,215.53 34,561.00

负债总额 13,768.37 22,043.09

净资产 9,447.16 12,517.91

项目 2015年1-11月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11,218.49 32,264.08

净利润 77.62 1,102.56

以上201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5年1-11月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为实现公司的平台发展战略，整合资源，提升

协同作战能力，做强、做大家装电商平台，充分整合、融合子公司之间

的设计研发优势、施工管理优势、供应链优势、信息化管理平台优势，

确保公司战略意图的实现。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整合为公司内部股权划转，不会导

致公司合并范围的变更， 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财务报表无

影响。整合后，将有利于公司家装电商B2C业务和B2B2C业务共享统

一的信息、人员、材料、物流、数据大平台。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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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签订重要合作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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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具体操作落实由公司与博华太

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华太平洋” 或“甲方” ）另行

签署项目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的签订时间、金额、工期仍具有不确定

性。本协议中所述的协议金额为意向性合作的总金额，具体金额将按

照项目的施工量等另行签署具体的合同。 具体的合同可能存在跨年

度签署及履行的情形，不能确保全部在本年度财务报表中体现，对公

司业绩的具体影响敬请关注公司的定期报告及财务报告。 敬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

近日，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乙方” ）与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华太平

洋” 或“甲方” ）签订了《框架协议书》，主要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情况简介

1、本协议交易对方为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Imperial�

Pacifi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博华太平洋于2002年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代码为01076，执行董事蔡灵丽，法定股本为15,

000万港元，注册地为百慕大（Bermuda），主营业务为食品产品（主

要包括冷冻及功能性食品产品）加工及贸易；分享来自澳门博彩业

务的溢利流；及发展及营运塞班岛综合度假村。该公司通过其附属公

司于北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开发综合度假胜地，其设有赌场、豪华酒

店、餐厅、零售商店及休闲设施。

2、博华太平洋经营状况正常，履约能力较好。博华太平洋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

3、2014年度，公司与博华太平洋未发生业务往来。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塞班岛加拉班度假酒店和赌场发展项目设计与施

工精装修分包工程。

2、工程地点：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联邦塞班岛加拉班。

3、工程内容：设计与施工室内精装修分包工程。

4、签约合同价为：壹亿陆千万美元。

5、补充条款

双方确认本框架协议书为双方对合作项目达成合意及乙方分支

机构在塞班岛注册完成前， 指导前期设计与施工的原则和概括性规

定。 双方正式合同待注册手续完毕后，双方（包括甲方、乙方分支机

构）将在本协议书原则下，另行签署。

6、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博华太平洋签订《框架协议书》涉及总金额为美元1.60

亿元（按照12月28日汇率6.4871约折合人民币10.38亿元），占公司

2014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5.02%。 公司承接塞班岛加拉班度假

酒店和赌场发展项目的设计和施工， 将有利于提升公司海外工程业

绩，并提升公司在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形象，有利于公司积累海外

业务实施经验，开拓广阔的海外装饰市场。 公司将充分把握 “一带

一路” 、“环太平洋经济圈” 等发展机遇，顺应趋势，践行公司国际化

发展战略。

本协议的签订及履约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四、协议风险提示

1、本公告中的协议为意向性协议，具体操作落实由双方另行签

署项目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的签订时间、金额、工期仍具有不确定性。

2、上述协议中所述的协议金额为意向性合作的总金额，具体金

额将按照项目的施工量等另行签署具体的合同。 具体的合同可能存

在跨年度签署及履行的情形， 不能确保全部在本年度财务报表中体

现，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敬请关注公司的定期报告及财务报告。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书》。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