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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若琳

遭应用商店下架后，人人视频又
卷入内容下架的风波中。据用户反
映，人人视频上大量影视剧正在消
失，包括热播新剧《洛基》《致命女人》

《顶楼》等热门剧。据相关报道称，消
失的内容达到九成之多。

一位文娱公司创始人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人
视频大量内容被下架或因以下两点
原因：一是版权问题，人人视频起家
是“野生字幕组”，原本是盗版大本
营，尽管近年来逐步走向正轨，但业
内对其历史内容是否存在版权纠纷
仍存质疑；二是审查问题，人人视频
的主攻方向是海外剧，我国对海外
剧引进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因为国
外是有分级制度的，所以涉及成人
的内容在引进的过程中需要进行适
当删减，如果没有经过审查就直接
上架，可能会伤害低龄观众的身心
健康。

一个月前刚完成第8轮融资

人人视频团队出自“人人影视字
幕组”，后者已于今年2月3日因侵权
盗版问题被上海公安部门查处 。
2017年，人人视频与人人影视字幕组
因种种矛盾分家。天眼查APP显示，
人人视频总共进行过 8轮融资，其中
6轮是在与人人影视字幕组分家之后
完成的，投资方包括小米集团、今日
资本、辰海资本、百度视频等巨头。
最近一次是今年 6月 16日完成的战
略融资，投资方为小米集团、快手战
投。

当大家都以为人人视频已经走
上正轨时，平台突然下架了大量影视
剧令用户措手不及。

“我的会员白买了！”人人视频的
会员用户古月（化名）向记者表示，为
了看《致命女人第二季》，她于 6月中
旬购买了人人视频的季度会员，花费
40元。但目前《致命女人》前两季都
无法播放，同时古月收藏的《摩登家
庭》《绝望的主妇》《邪恶力量》等视频
也都一齐消失。

据相关媒体报道，人人视频此次
下架的剧集数量达到该平台总量的
90%。

对此，人人视频官方账号在微博
平台回应称，“因技术升级导致部分
内容下架，如有会员问题可以联系站
内客服人员，还麻烦小可爱们再耐心
等待下”。

面对这一回复，不少用户表示悲
观。“会员或许可以退费，但是消失的
内容恐怕上架无望了。”一位人人视
频资深用户对记者表示。

有数据显示，如今人人视频累计

用户 1.6亿人，日活用户已经超过了
5000万人。目前，人人视频VIP会员
服务售价18元/月，会员权益包括“解
锁原画”“免广告”“专享剧集”“缓存
加速”等。

古月告诉记者，人人视频的广告
时间并不长，因此她购买会员的主要
目的就是看“专享剧集”，“这与优爱
腾（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平台上

‘会员专属’的功能一样，有部分视频
是非会员不能看的，如果想看就要成
为会员。”

目前，古月还没有联系客服申请
退会员费用，她想“再等等”。

海外剧灰色地带将不复存在

人人视频最近可谓“水逆”，6月
初在第九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腾
讯公司副总裁孙忠怀炮轰行业乱象，
暗指部分平台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
播出HBO新剧《东城梦魇》。

部分平台被解读为人人视频。
该质疑发出后，人人视频火速下架
了《东城梦魇》。当时有用户告诉记
者，该剧在人人视频上被删得很彻
底，即便是已经离线下载的内容也
消失了。

6 月 6 日，人人视频突遭下架。
尽管已下载的用户使用不受影响，
但是APP中的短视频栏目“快看”宣
布停更整改，该栏目前身名为“剧
荒”。

7月 18日，记者发现“快看”栏目
已经重新上架，内容由“X分钟内看
完一部剧”的形式，转变成影视内容
混剪。不过，在AppStore的应用商店
中仍未搜索到人人视频，可见一个月
有余，该产品仍未重新上架。

“产品下架意味着没有用户增
量，这对一家流媒体平台而言是致命
打击。”一位传媒行业券商分析师表
示，人人视频从提供热门美剧起家，
目前国内流媒体平台的主要收入来
自广告和会员两个板块，最大的成本
支出就是版权费、制作费，人人视频
也是如此。

“人人视频没有自制剧，这意味
着版权是其最主要的成本，该平台目
前供给的内容是海外剧，尤其是热门
海外剧，版权采购费用并不低。按照
行业现状分析，如果这些剧集都是正
版，那么人人视频可能一直处于亏损
之中，而零增量或将加剧亏损。”上述
传媒行业券商分析师称。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孙
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使用无版权的影视剧，可以低成
本的快速聚集用户，但法律方面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版权方、监管部门都
在追查，未来海外剧的灰色地带将不
复存在。

8轮融资后人人视频再陷危机
消失的海外剧还能回来吗？

本报记者 龚梦泽

此前一直静候科创板上市的威马
汽车回到大众视野。只是此次威马
汽车打破沉默不是因为 IPO 传来捷
报，而是因为销量不济，被评价“掉队
了”。

“每天都有人问我，威马是不是掉
队了。事实上，我们没有，只是‘静默
期’有点长。今年上半年威马的累计销
量同比增长了一倍以上，预计下半年也
会实现同比 100%的增长。”7月 15日，
面对外界质疑，威马汽车创始人、董事
长兼CEO沈晖首度公开回应。

2020年9月份，威马汽车正式提交
科创板 IPO申请，截至目前仍未有实质
性进展。加之在销量上威马汽车与“蔚
小理（蔚来、小鹏、理想）”之间的差距逐
渐拉大，甚至在月度销量上不敌合众汽
车，以致外界传出威马已经跟不上了头
部造车新势力的发展步伐。

对此，沈晖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智能电动汽车市场的战
斗，上半场都没打完，还远没到分胜负
的阶段，所以不存在掉队的问题。”沈晖
表示，近期威马之所以略显沉默，因为
正处于推进上市的敏感期，不便发声。
谈及 IPO进展，他表示，上市进度不由
自己，但希望越快越好。威马在新品推
出的节奏上和网点布局的拓展上依然
在稳步前行。

新能源汽车市场
长期竞争刚刚开始

据记者观察，业界对于威马掉队的
声音主要来自两方面。首先是威马近
期销量“秘而不宣”，其次是在资本市
场，蔚来、理想、小鹏已先后完成上市，
但威马始终未传来任何消息。

对此，沈晖对记者表示：各种声音
很多，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正处于静
默期，很多东西不能主动透露。“新能
源汽车市场从真正意义上讲，才刚开
始形成，现在仅仅是上半场，成败还
要看下半场。威马专注主流智能电
动车的产品路线不会摇摆，我对威马
成 为 造 车 新 势 力 的 头 部 企 业 有 信
心。”沈晖说。

然而，尽管不承认“掉队”，但威马
的销量数据与“蔚小理”之间的销量差
距确实在拉大。

记者查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蔚来累计交付新车 41956辆，小鹏累计
交付 30738辆，理想汽车的这一数据是
30164辆，威马的销量上半年累计销量
为 15665辆。由此可见，仅以上半年销
售业绩衡量，威马汽车距离造车新势力
第一梯队还有很大差距。

而在造车新势力第二梯队中，零跑
汽车的上半年交付量是 21744辆，合众
汽车上半年累计交付 21104辆，均排在
威马汽车之前，不过零跑汽车和合众汽
车销量担当车型均集中在 10万元以内
的市场区间。

“与一些整体销量比我们高的企
业相比，我们的网点布局相对偏少，

我们的新品推出速度也没有那么迅
速，能够取得同比翻番的销量成绩实
属不易。”据沈晖透露，威马的销量上
升速度非常高，今年 1 月份-6 月份与
去年相比同比翻番，预计全年也是这
样的增速。

“如果不是受芯片供应的影响，威
马今年上半年的销售成绩还会更好。”
沈晖认为，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的不断提升，15万-25万元区间的市场
将爆发，成为具有最大增长势头的细分
市场。

事实上，这与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
鹏的观点相近。此前何小鹏公开表示，
15万元是智能电动车的入门价格。至
于为何与何小鹏给智能电动车成本价
的估价相差 5万元，沈晖笑言，这是给
周鸿祎留一点空间。不久前，360公司
创始人周鸿祎曾反击“15万元以下造不
出智能电动车”言论：“你做不出来，不
等于别人也做不出来”。

在沈晖看来，智能汽车现在属于
铺量阶段，软件投入较大，是需要一
定成本门槛的。“并不是所有的电动
车都是智能车，10万元以内的智能车
很难做出来。因为其成本与价格会
限制智能电动车的发展场景，A0 和
A00 级的电动车短期高销量很难持
续。”沈晖说。

威马汽车预测，未来新能源汽车
的市场结构将会从“哑铃型”向“纺锤
型”加速优化，到 2030 年，国内主流
新能源汽车市场区间将占据约 60%
的 市 场 份 额 ；预 计 未 来 十 年 内 ，15
万-25万元的主流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将从 3%增长至 40%，届时威马汽车

将“主场作战”。

科创板新能源汽车
第一股花落谁家？

聚焦资本市场，威马的步伐已落后
于“蔚小理”。上述三家企业先是在美
股市场捷足先登，并在股价和资金量持
续攀高后，再将目光转向港股或国内以
寻求更多资金支持。

据记者观察，自2019年6月份科创
板开板以来，尽管已经有动力电池公司
孚能科技、氢燃料电池汽车公司亿华通
以及多家电动车行业上游装备公司成
功登陆科创板，但却仍未有一家整车企
业在科创板成功上市。

今年6月25日，吉利汽车正式宣布
终止了科创板上市的计划。这使得除
了吉利汽车之外，包括恒大汽车、威马
汽车、哪吒汽车、零跑汽车均有望成为
科创板新能源汽车第一股。

几家公司中，最被外界看好的就
是威马汽车。去年 10月份，威马汽车
完成了 100 亿元的 D 轮融资，不久后
便开始了科创板上市辅导的工作，向
科创板第一新能源汽车股冲击。但
今年 4 月份，威马被曝出科创板 IPO
进程被暂缓。彼时公司及时辟谣，表
示正在 IPO 排队，一切以科创板上市
情况为准。

针对目前威马汽车在资本市场的
进展情况，沈晖表示：“国家很支持我
们，但科创板的事情我们还处在静默
期，希望越快越好。”

新浪财经专栏作家林示认为，成为
科创板新能源汽车第一股，对于目前急

需追赶第一梯队的威马汽车而言极为
重要。“第一股”的名头，将在资本市场
获得更高的关注和更高的估值。登陆
科创板能否顺利进行，将决定这家公司
未来能走多远。

根据威马下一步规划，在产品上威
马将采取“SUV+轿车”的双线布局战
略。目前，威马在电动SUV市场已经推
出了三款主打车型：EX5、EX6 以及
W6。沈晖透露，今年下半年，威马将推
出其轿车战略的首款车型M7，该车预
计2022年交付。

除了进一步开拓私人消费市场，威
马也将拓展网约车和出行领域。威马
方面认为，未来年轻人对拥有一台属于
自己的车的欲望会减弱，但网约车和出
行领域会迎来爆发式增长，2017 年-
2022年网约车市场复合增长率有望超
过 12%，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合规网约
车保有量规模将达到 240万辆，年销量
有望达到50万辆。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蔚小理”3家
新势力品牌在市场形成的辨识度标签
——蔚来重服务、小鹏重技术、理想重
续航，威马的市场定位稍显模糊，有待
厘定。基于此，威马正在打造品牌安全
理念，并有望成为业界第一个承诺“无
人驾驶汽车事故责任归主机厂”的品
牌。

“我们有这个技术底气来承担这个
责任。现在我们交付的是有限场景下
的L4，也就是AVP（自主代客泊车），所
有的问题都由我们承担。”沈晖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我们对合作方有更多
的合作要求，并且要求比较严谨，可以
保证对我们用户的承诺能够做到。

科创板新能源汽车第一股角逐正酣
威马汽车CEO沈晖打破沉默回应“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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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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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太钢不锈；证券代码：000825）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年7月14日、7月15日及7月16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通过函件及电话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核实情况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3.截至目前公司经营健康有序，近期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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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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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2. 2021年7月1日公司披露了《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1年半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6.8亿元至4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93.18%-742.33%。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

告预计将于2021年8月21日披露，目前正处于报告编制期间，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
半年度报告为准。

3.《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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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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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年7月14

日、2021年7月15日、2021年7月16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1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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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2、公司于2021年7月15日披露了《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47）：公司2021年半
年度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4,500万元–5,500万元，每股收益为盈利0.35元/
股–0.4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公司于2021年7月1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48），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0989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2021-041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研发
新药获得美国FDA临床试验批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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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友搏药业”) 近日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美国FDA”）签发的书面通知，批准
友搏药业研发的创新药物YB209（即LFG项目）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IND号：153593），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1、该药品的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注射用YB209
剂型：注射剂
规格：60mg/瓶
申请人：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适应症：拟用于预防和治疗静脉血栓
药物介绍：YB209为全新1类化药，是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并经结构修饰得到的新型抗凝药物，是一

种具有全新结构、全新靶点的选择性内源性凝血因子Ⅹ酶（FiⅩase）的强效抑制剂。YB209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其化合物、制备方法及临床用途等核心技术均已申请国内和国际发明专利并获授权。
截止本公告日，该项目已获得分布于8个国家的17项专利授权证书。

血栓栓塞性疾病（如缺血性卒中、冠心病、深静脉血栓等）是人类主要的致死性病因之一。抗血栓
药物是临床预防和治疗血栓性疾病的重要手段，抗血栓药物主要包括抗凝药物、血小板抑制剂、血栓
溶解剂以及纤维蛋白降解剂，其中抗凝抗血小板药物的临床应用最为广泛。近四十年来，抗凝药物研
究在改善药效动力学特性及口服给药方面成绩显著，但在降低出血倾向方面仍处于不断的研究和开

发过程中。虽然目前已上市的抗凝药物众多，且作用机制不同，但目前已上市的抗凝治疗药物均作用
于凝血级联反应中的共同凝血途径（如作用于凝血因子Xa和/或Ⅱa），因而在达到抗凝治疗的同时，患
者难以避免出血风险，甚至部分患者存在的大出血风险可能危及生命。研发更加安全有效的新一代
抗凝治疗药物，满足抗凝治疗效果的同时，减低和避免出血风险是当前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内源性凝血因子抑制剂由于较少或不影响止血功能而成为新一代低出血倾向抗凝药物研发的重
点方向。内源性因子FiⅩase是内源性凝血途径上的最后一个酶学位点，也是多种因素激发的凝血过
程的限速位点，YB209正是选择该全新靶点研制开发的新一代低出血倾向抗血栓药物。

2、药品审批阶段及后续所需的审批流程
根据美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本次临床试验批准后，尚需开展Ⅰ期、Ⅱ期、

Ⅲ期临床试验并经美国FDA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本次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是YB209在全球的首次临床试验申请并获批准。本次获批后友搏药业可

在美国开展Ⅰ期临床试验。
3、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截止本公告日，全球范围内尚无同靶点（FiXase）的同类药品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或获批上市，亦无

相关销售数据。
4、风险提示
该药物属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研发的新药产品，各研发事项的推进时间较长，存在不确定性，短

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从临床试验到投产上市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到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47 证券简称：仁东控股 公告编号：2021-056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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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仁东控股，证券代码：002647）股票交易价

格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1年7月14日、2021年7月15日、2021年7月16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关注、核实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

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现将前期披露的相关事项予以提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1）2021年 7月 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5）。公司于 2021年 7月 1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沪证专调查字 2021062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
司进行立案调查。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各项工作，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同日公司披露了《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54），预计2021年上半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00万元至-700万元。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
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2）2021年7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53）。鉴于公司近几个月以来股价异常波动、两融业务到期被强制平仓以及潜在质押违
约处置风险的影响，控股股东北京仁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仁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股
票被处置。截止2021年7月10日，减持期限已经届满，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
计被处置公司股份总数达到总股本的8.7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处置股份总数达到公司总股

本的4.81%，合计处置公司股份总数达到13.52%。本次减持事项存在未按照规定在预披露计划披露
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实施情况，存在超比例减持的情况，违反了《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2021年6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20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48），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关于年报问询函的回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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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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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2021-048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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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杭锅股份；证券代码：002534）交

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年7月14日、15日、16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20%，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经与公司控股股东、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进行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预计未将要发生重大变化；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5、公司已于2021年7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2021年第二季度订单
数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2021年第二季度公司新增订单33.6亿，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在手

订单为77.95亿；6、2021年2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实际控制人王
水福先生计划自 2021年 2月 6日起 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 14,784,1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2%），不超过22,176,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3%）。截至2021年6月10日，王水福先生本次增持股份计
划已实施完成。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股东金润（香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水福先
生在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7、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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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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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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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488 证券简称：艾迪药业 公告编号：2021-033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乌司他丁新适应症 I期
临床试验首例受试者成功入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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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研抗炎新药乌司他丁（研发代码：AD105（乌司
他丁新适应症），以下简称“AD105”）正在开展临床研究，AD105 I期临床试验首例受试者于 2021年 7
月16日成功入组给药。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乌司他丁是由143个氨基酸组成的糖蛋白，为广谱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目前国内已上市的乌司

他丁制剂获批准的适应症为：急性胰腺炎、慢性复发性胰腺炎、急性循环衰竭的抢救辅助用药。由于
乌司他丁具有明确的抑制机体创伤引发过度炎症反应的作用机理，其制剂在临床实际应用方面更加
广泛，包括肺损伤、脓毒症和肝切除围手术期等。

二、药品的研发进展
公司AD105于2019年7月获批开展“乌司他丁用于预防和控制围手术期的过度炎症反应，特别是

肝癌肝切除术”临床试验，作为新《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2.4类新药，其临床应用价值优势尤受关
注。经前期充分沟通和筹划，公司自2021年2月起正式启动AD105 I期临床试验筹备工作，于2021年
4月至6月期间，先后通过合作医疗机构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查及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国际合作临床
试验备案审核，并于6月16日召开AD105 I期临床试验启动会。

AD105 I期临床试验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开展，旨在评估注射用乌司他丁在中国健
康成人中的单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单次及多次剂量递增的安全性及耐受性。2021年7月16
日，AD105 I期临床试验首例受试者顺利完成入组。

三、风险提示
新药研发具有周期长、投入高、风险大等特点，公司AD105尚需开展系列临床并经国家药品审评

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其研究结果及后续能否获批上市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
不会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9日

事件跟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