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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地产拟转让中粮万科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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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阳光人寿推

出“真心少儿重大疾病保险产品计划”，专

为 0-17 周岁孩子提供重疾保障，呵护孩

子成长黄金 30 年。 这款少儿重疾保险计

划包含《阳光人寿真心少儿两全保险》、

《阳光人寿附加真心少儿重大疾病保险》

和《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费 E 款疾病保

险》。 计划具备四大特色：

低：保险费低保障高，父母轻松交费

无压力。

全：本计划提供全面的儿童高发疾病

保障，涵盖了 110 种重大疾病，60 种轻症

重疾和 16 种少儿特定重疾。

高：若被保险人不幸发生本计划约定

的 16 种儿童高发的少儿特定重疾， 我们

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少儿特定重疾保险

金总计 2 倍基本保额的保险金，以及给付

“真心少儿两全”及“真心少儿重疾”合同

累计已交保险费之和。

活：保障孩子成长最关键的黄金成长

30 年，若保险合同满期，公司按照“真心

少儿两全”与“真心少儿重疾”累计已交保

险费之和的 160%给付满期保险金。

【投保案例】

张女士，为出生半年的儿子购买“阳

光人寿真心少儿重大疾病保险产品计

划”， 基本保险金额 60 万元，10 年交，每

年交费 5880 元。同时，张女士担心自己未

来发生意外， 为了让儿子的保障不中断，

附加了投保人豁免保险， 首年年交费

116.5 元。经过 180 天等待期后，张女士的

儿子拥有如下保障：

一、60种轻症重疾保障：

1、 若被保险人在经公司认可的医

院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真心少儿重疾

合同约定的轻症重疾（无论一种或多

种）， 将按照 180000 元/次给付轻症重

疾保险金。

2、轻症重疾保险金给付以三次为限，

最多给付 540000 元。

3、 当轻症重疾保险金累计给付达到

三次时，轻症重疾保险金责任终止，“真心

少儿重疾”合同继续有效。

二、16种少儿特定重疾保障：

若被保险人经公司认可的医院专科

医生确诊首次患合同约定的少儿特定重

疾（无论一种或多种），公司给付少儿特定

重疾和重疾保险金总计 1200000 元与“真

心少儿两全”及“真心少儿重疾”累计已交

保险费之和，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三、110种重大疾病保障：

若被保险人经公司认可的医院专科

医生确诊首次患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无

论一种或多种）， 公司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金 600000 元与“真心少儿两全”及“真心

少儿重疾” 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之和，保

险合同效力终止。

四、满期保障：

若被保险人于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

存，公司给付满期保险金 94080 元，保险

合同效力终止。

五、身故保障：

1、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未满 18 周岁，

公司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真心少儿两

全”及“真心少儿重疾”合同累计已交保

险费之和给付身故保险金， 保险合同效

力终止；

2、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 18 周岁

（含），公司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真心少

儿两全”及“真心少儿重疾”合同累计已交

保险费之和的 160%给付身故保险金，保

险合同效力终止。

六、被保险人轻症重疾豁免保险费：

若被保险人经公司认可的医院专科

医生确诊首次患真心少儿重疾合同约定

的轻症重疾（无论一种或多种），公司将豁

免自确诊之日起“真心少儿两全”及“真心

少儿重疾” 合同应交且未交的保险费，豁

免的保险费视为您已交纳的保险费，真心

少儿重疾合同继续有效。

七、投保人重大疾病 / 全残 / 身故

豁免保险费：

若投保人经公司认可的医院专科医

生确诊首次患豁免 E 约定的重大疾病（无

论一种或多种），公司将自确诊之日起，豁

免本计划应交且未交的保险费，豁免 E 合

同效力终止。豁免保险费后，“真心少儿两

全”及“真心少儿重疾”合同视同正常交费

的保险合同。

注：具体以保险合同为准。

阳光人寿广东分公司统一客服专线：

020-62866999

阳光人寿真心少儿重大疾病保险产品计划暖心上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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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 据北京产权交易所预披

露，中粮地产(

北京

)有限公司拟转

让持有的北京中粮万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50%股权。 该交易目前

为预披露阶段。 对于接盘问题，万

科近年来在商业地产的扩充被疑

为“最有可能”，不过万科对此回应

称：目前尚无接盘计划。

资料显示，北京中粮万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经

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专业承包

室内装饰工程设计、出租商业用房

等，中粮地产

（ 北京）

和北京万科各

占 50%股份。 北京中粮万科旗下拥

有长阳半岛、中粮万科半岛广场等

项目。 财务数据显示，2018 年公司

处于盈利状态，不过 2019 年前三个

月已出现亏损。 2018 年该公司资产

总计 29.92 亿元，负债总额 16.88 亿

元，营业收入 4.07 亿元，营业利润

3.13 亿元，净利润 2.36 亿元。 2019

年前三个月，该公司营业收入 6272

万元，净利润亏损 1257 万元，负债

总计 15.8 亿元。

有业内人士认为，中粮集团和

万科集团都处于战略调整期，前

者逐步剥离了商业地产，此次转

让商场的股权与业务调整有关，

后者则在加码商业地产业务，实

际上符合双方的需求。 尽管此次

预披露信息中并没对有指出交

易价格和对受让方条件， 而万科近

年来在商业地产的布局，接盘的可

能性比较高。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万科等入

股印力成为该其核心股东， 印力由

此变为万科商业地产平台。 2017 年

3 月 17 日， 万科在公告中表示，集

团商业地产整合议案获全体董事通

过， 决定把印力集团定位为集团商

业开发和管理的平台，借助外部资

本的力量， 对集团存量商业地产进

行整合。 那么， 对于本次中粮地产

转让股权， 万科是否有接盘的打算

呢？ 万科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近期集团还没有相关计划

和回应。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雅菲 见

习记者 罗晓彤 ）

在提示风险后，

实达集团昨日继续涨停， 实现四

连板。 记者注意到， 在连续涨停

的背后， 公司却出现了一个月内 4

位董事高管集体出走、 流动性资

金处于紧绷状态、 债券违约风险

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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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董事高管接连辞职

昨日， 实达集团发布公告 ，

称公司副总裁苏建申请因个人原

因辞去公司职务。 实达集团 2018

年年报显示， 苏建于 2019 年 1 月

24 被聘任为实达集团副总裁， 原

任期时间到 2020 年 4 月 10 日。

记者梳理发现， 除了苏建外，

公司在 5 月还有 3 位董事高管接

连辞职， 辞职原因皆为“个人原

因”。 5 月 8 日， 实达集团公告称，

董事兼总裁王毅坤辞去公司董事

及总裁职务 ； 5 月 14 日， 独立

董事何和平和吴卫明两人辞去

独立董事职务 ， 还一并辞去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及

提名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 。 根

据 2018 年报， 王毅坤于 2018 年

7 月被聘任为实达集团总裁， 税前

年薪 69.09 万元； 而李和平与吴卫

明两人均于 2017 年 4 月成为公司

独立董事。

公司还债压力未缓解

在披露公司副总裁苏建辞职

的当天， 公司发布了风险提示公

告。 公告称， 公司虽然已于 2 月

15 日以及 5 月 15 日对 17 实达债

进行了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本金偿

还及利息兑付， 但截至目前， 17

实达债债券票面余额仍有 4.13 亿

元， 实达集团应于 8 月 15 日偿还

本金 1.18 亿元及利息 11 月 15 日

偿还本金 2.95 亿元及利息。 对此，

实达集团称， “公司后续一段时间

还债的压力仍十分巨大， 仍存在未

来到期债券违约的风险。

根据 2018 年报， 公司 2018 年

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

为-5.36 亿元人民币， 公司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约为-7.75 亿

元人民币， 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4.42%。 受其流动性资金紧张因素

影响， 实达集团 2019 年一季度营

业收入为 3.65 亿元， 同比下降

67.74%。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见习记者 李

雪怡）

作为一家中药企业，紫鑫药业不仅玩起

了基因测序， 还染指了工业大麻等热门题材。

不过，屡蹭热点的紫鑫药业也因此引起了深交

所关注，本周一晚间，深交所发出问询函，要求

公司就基因测序业务、公司净利腰斩、现金流

持续为负、存货高企及公司大股东爆仓等问题

进行详细说明。

今年 1 月 9 日，紫鑫药业公布与吉林省农

科院共同研发工业大麻，成功蹭上工业大麻这

个热点。 此后， 紫鑫药业股价从 1 月 9 日的

4.50 元最高涨至 4 月 18 日的 16.56 元，涨幅逾

200%。 本周一晚间，紫鑫药业还公布拟引进国

外大麻种子。 早在 2013 年基因检测概念被热

捧时，紫鑫药业就曾趁着热度宣布和研究所共

同开发基因测序仪项目。

紫鑫药业多次蹭热度布局新项目，但却迟

迟未见其业绩成果。据 2018 年年报，紫鑫药业

的主业包括中成药、人参、基因测序仪及配套

试剂产业等。不过，报告期内，中成药和人参业

务收入占比超九成，其他业务营业收入占比仅

为 1.2%。 紫鑫药业开展基因测序仪项目已历

时五年，其盈利情况在年报中却并未提及。

紫鑫药业的年报显示，2018 年营业总收

入下降 0.17%，归母净利润下滑 53.17%。 净利

润减半的同时， 紫鑫药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

5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连续多年为

负。 在此情况下，紫鑫药业持续采购导致存货

余额高达 61.09 亿元， 占总资产的 61.59%，而

且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此次深交所除要求紫鑫药业对基因测序

项目业务的收入、公司净利润减半、偿债能力、

存货高企等问题进行说明外，还关注到公司控

股股东康平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未按协议购回

质押股票， 因违约股票将被平仓处理的问题，

深交所要求紫鑫药业说明控股股东被平仓的

具体情况，以及公司股东是否存在资金链紧张

或占用资金的情形。

爱蹭热点的紫鑫药业遭问询

实达集团一个月内4位高管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