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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进行风险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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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莱士”或“公司”）基于对二级市

场不确定性因素的考虑，决定提前终止陕国投·持盈 7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持盈 78 号”）。公司于近日收到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

公司持有的持盈 78 号已按相关合同规定实现信托计划资产全部变现，持盈 78

号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提前终止。根据相关合同约定，持盈 78 号信托计划终止

日，信托计划资产净值足以覆盖受益人 A 的信托本金及全部分红信托收益，无

需进行差额补足。投资损失的具体金额将以最终结算结果为准。 

 

一、投资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 月 5 日和 2015 年 1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临时）会议及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进

行风险投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含）人民币 10.00 亿

元进行风险投资，使用期限为 2 年，该额度可以在 2 年内循环使用。 

2016 年 2 月 4 日和 2016 年 2 月 22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临时）会议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上调

风险投资额度及投资期限的议案》，同意将投资最高额度由原最高不超过（含）

10.00 亿元调整为不超过（含）40.00 亿元，可循环使用；使用期限由原 2 年调整

为自 2016 年 2 月 22 日起 3 年。 

2017年11月20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参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2.5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参与认购陕国投·持盈78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劣后级份额，独立董事就该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后发表了独立意

见。 

2017年11月21日，公司使用2.5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参与认购持盈78号部分份

额，持盈78号信托计划规模总额为人民币5.00亿元，上海莱士认购其中的2.50亿

元。 

上述信托计划为指定用途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按照其信托合同约定投资于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沪深A股股票、货币基金、国债逆回

购、银行存款、信托业保障基金（按最新监管政策执行）。如法律法规规定受托

人需取得特定资质后方可投资某产品，则受托人须在获得相应资质后开展此项业

务。 

上述信托计划由我公司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向受托人提供投资建议。上述信

托计划期限为24个月，自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计算。信托成立满6个月后经上海

莱士申请受托人同意后可以提前终止，并至少需提前十个工作日提出申请。受托

人同意后，应至少提前五个工作日通知全体委托人。如发生信托文件规定的信托

计划提前或延期终止情形时，信托计划予以提前或延期终止。 

上述信托计划存续期间，除信托计划终止日对应的信托利益支付日外的每个

信托利益支付日；受托人以现金类信托财产为限，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分配：①支

付本信托计划项下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各项税费；②支付本信托合同约定应由信

托财产承担的费用；③向受益人分红，分红方式以信托合同约定为准。 

上述信托计划在信托计划终止时，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按照以下顺序进

行分配：①支付本信托计划项下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各项税费；②支付本信托合

同约定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③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全体受益人分红，具体以

本信托合同约定为准；④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全体受益人额外分红，具体以信托合

同约定为准；⑤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受益人的信托利益=信

托计划终止时该受益人调整后持有的信托单位份额×信托计划终止时调整后的信

托单位净值。 

按照双方约定，公司自愿为受益人A的信托本金及全部分红信托收益提供差

额补足义务。即信托计划终止日（含提前终止日，且最迟不晚于信托计划成立日

起24个月，以较早日期为准）扣除信托计划应付未付费用和其他负债后的信托计

划的现金资产不能满足委托人A的信托本金及全部分红信托收益的分配，则差额



义务补足人应向受益人A履行差额付款补足义务。 

2017年11月23日，持盈78号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购入万丰奥威股票2,295

万股，均价为15.90元/股，交易总金额为36,490.50万元。 

持盈78号于2017年12月21日、25日、26日及27日，通过二级市场合计购入万

丰奥威股票6,714,077股，均价为17.83元/股，共计使用信托资金人民币11,973.17

万元。 

2018年3月2日，持盈78号共持有万丰奥威29,664,077股，对应万丰奥威当天

收盘价12.41元/股，持盈78号财产净值跌破追加线，按照合同约定，公司需追加

补仓资金，因所持有万丰奥威股票尚处于停牌期，持盈78号所持有的证券资产尚

未进行变现，持盈78号于3月20日扣除了2018年一季度的相关费用后，财产净值

已跌破止损线，按照合同约定，公司需追加补仓资金，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追

加补仓资金5,200.00万元。 

2018年4月23日，持盈78号持有的万丰奥威股票复牌，公司当日盘中追加补

仓资金1,200.00万元，并分别于4月24日、4月25日及4月26日追加补仓资金3,300.00

万元、3,000.00万元及1,300.00万元，合计追加补仓资金14,000.00万元。 

2018年7月4日，持盈78号财产净值跌破追加线，按照合同约定，公司需追加

补仓资金，公司于2018年7月4日盘中追加补仓资金100.00万元，并分别于8月2日、

8月3日、8月6日、8月8日、8月16日、8月17日、8月20日、8月24日、8月29日、8

月31日及9月20日追加补仓资金220.00万元、100.00万元、520.00万元、1,280.00

万元、470.00万元、770.00万元、360万元、100万元、320万元、100万元及100

万元。 

近日，基于对二级市场不确定性因素的考虑，公司决定提前终止持盈78号。

截至2018年9月21日，持盈78号已按相关合同规定实现信托计划资产全部变现，

持盈78号于2018年9月25日提前终止。持盈78号信托计划终止日，信托计划资产

净值足以覆盖受益人A的信托本金及全部分红信托收益，无需进行差额补足。 

持盈78号累计实现投资收益约为-2.65亿元(其中2018年实现投资收益-2.65亿

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应转回以前年

度已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故2018年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0.46亿元。持盈

78号信托计划终止对2018年度损益影响为产生投资收益-2.65亿元和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0.46亿元。（具体金额以信托计划最终清算结果为准）。以上2018年度财

http://data.10jqka.com.cn/market/dzjy/#refCountId=zx_client


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关注。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持盈78号已按相关合同规定实现信托计划资产全部变现，持盈78号于2018

年9月25日提前终止。持盈78号信托计划终止日，信托计划资产净值足以覆盖受

益人A的信托本金及全部分红信托收益，无需进行差额补足。 

2、本次交易对2018年度业绩将产生较大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存续

的风险投资为自有账户持有的万丰奥威股票42,200,000股，证券市场波动仍将对

公司风险投资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风险投资情况 

基于公司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对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万丰奥

威”，证券代码：002085）进行的研究分析和论证，2015年1月22日，公司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购入万丰奥威股票1,900万股，均价为26.10元/股，共

计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49,590.00万元。 

2015年8月31日，万丰奥威实施了2015年上半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股，除权后公司共计持有万丰奥威股票4,180万股。 

2016年2月23日、25日、26日、29日、3月1日，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合计购入

万丰奥威股票2,325,214股，均价为27.97元 /股，共计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65,045,038.99元。截至2016年3月1日合计持有万丰奥威股票44,125,214股。 

2016年5月4日，万丰奥威实施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以未分配利

润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送红股2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除权后公司共计持有万丰奥威股票88,250,428股。 

2016年10月25日及10月26日，公司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分别卖出万丰奥

威3,000万股（均价为21.60元/股）、1,700万股（均价为21.39元/股），截至2016

年10月26日合计持有万丰奥威股票41,250,428股，实现投资收益66,839.28万元。 

2017年5月22日，万丰奥威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以未分配

利润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送红股2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除权后公司共计持有万丰奥威股票49,500,513股。 

2017年6月13日、14日、15日、16日、19日、20日、21日及22日，公司通过



二级市场合计购入万丰奥威股票20,058,971股，均价为15.95元/股，共计使用自有

资金人民币31,991.47万元。截至2017年6月22日合计持有万丰奥威股票69,559,484

股。 

2018年5月22日，万丰奥威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以未分配

利润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 

2018 年 8 月 14 日、8 月 22 日、8 月 23 日、8 月 24 日、8 月 27 日、8 月 28

日、8 月 29 日及 8 月 30 日，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合计卖出万丰奥威股票 27,359,484

股，均价 7.26 元/股。 

公司与万丰奥威无关联关系。 

截至 2018 年 9 月 21 日，公司共持有万丰奥威 42,200,000 股，占其总股本的

1.93%，持股成本合计 3.53 亿元，累计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0.49 亿元，累计

实现投资收益 6.65 亿元（其中，2018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21 日实现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7.12 亿元，实现投资收益-0.10 亿元）。以上 2018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敬请投资者关注。 

 

四、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制订了《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等投资决策制度，对公司风险投资的原则、

范围、权限、内部审核流程、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

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同时公司将加强市场分析

和调研，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控风险，未发现有违反相关制度的行为。 

公司严格按照《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风险投资，股东大会对

风险投资总额度及使用期限的授权。在股东大会总授权额度的范围内，公司进行

风险投资时，均召开了董事会进行审议形成决议，同时独立董事就风险投资事项

出具相应的独立意见。 

鉴于目前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近期的证券市场表现，本着理性投资、审慎

决策的原则，根据公司内控制度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拟计划未来不再增加新

的证券投资，原有的证券投资也将在未来适当的时机逐步实现退出，公司的战略

和发展仍将聚焦于血液制品主营业务的深耕和精琢。 

自公司进行风险投资以来，相关投资审议程序完整，投资决定审慎。 

 

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1、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2016 年 2 月 22 日，召开了 201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风险投资相关事

项。经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投资最高额度由原最高不超过（含）

10.00 亿元调整为不超过（含）40.00 亿元；使用期限由原 2 年调整为自 2016 年

2 月 22 日起 3 年。 

2、董事会程序 

在股东大会总授权额度的范围内，公司进行风险投资时，均召开了董事会对

风险投资事项进行审议形成决议，独立董事就该次风险投资事项出具相应的独立

意见。 

3、自公司进行风险投资以来，相关投资审议程序完整，投资决定审慎。 

4、信息披露及风险揭示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和《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要求对

风险投资事项以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的形式进行定期和持续性信息披露。 

公司在历次定期报告之“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章节中，对截至报告期期末

的证券投资情况以及报告期内证券投资的买卖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对年度及证

券投资情况形成专项说明，并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对证券投资专项说明

出具专门意见。 

公司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风险投资进展情况，对该次风险投资的审议情

况、投资情况等进行了详细披露。同时对于证券投资的风险进行了充分揭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存续的其他风险投资进展情况，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的正式公告

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