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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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部分医疗器械产品延续注册具体情况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由江苏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 1 项《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编号 注册证有

效期
注 册
分类 适用范围

1
免疫定量分析仪
FI-
A8000/8100/8600

苏械注准
20152220149

2020 年 1
月 23 日—
2025 年 1
月 22日

Ⅱ类

免疫定量分析仪与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胶体金法的专用试剂盒配套使用，可
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血浆、全血或尿液中
心肌肌钙蛋白 I、N- 端脑利钠肽前体、全
量程 C 反应蛋白（hs-CRP+ 常规 CRP）。
高敏 C 反应蛋白、肌红蛋白、肌酸激酶同
工酶、D- 二聚体、降钙素原、微量白蛋白、
胱抑素 C、β2- 微球蛋白、 中性粒细胞明
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 心型脂肪酸结合
蛋白、糖化血红蛋白、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的含量，检测结果用于临床辅助诊断。

二、医疗器械注册证变更具体情况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江苏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变更文件（体外诊断试剂）》，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编号 注册
分类 变更内容

1 C肽检测试剂盒（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

苏械注准
20162401034 Ⅱ类

1、增加包装规格；
2、细化主要组成成分
3、细化存储条件及有效期；
4、修改产品技术要求，但不降低产品

有效性变化。

三、新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由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和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诊断试剂）》，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编

号
注册证有
效期

注册
分类 适用范围

1

生化免疫定量分
析仪
Getein3200/3208
/3600/3608

苏械注准
202022200

61

2020 年 1
月 10 日—
2025 年 1
月 9日

Ⅱ类

生化免疫定量分析仪与本公司专用的试剂盒
配套使用，可以通过干化学分析法和干式免疫
荧光法定量分析人体血清、血浆、全血、尿液样
本中的临床化学成分，干式化学分析法：甘油
三酯、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葡萄糖、肌酐；干式免疫荧光法：
糖化血红蛋白、肌酸激酶同工酶、心肌肌钙蛋
白 I、肌红蛋白、微量白蛋白。

2
癌胚抗原检测试
剂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国械注准
202034001

48

2020 年 2
月 14 日—
2025 年 2
月 13日

Ⅲ类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
癌坯抗原（CEA）的含量。 主要用于对恶性肿瘤
患者进行动态监测以辅助判断疾病进程或治
疗效果，不能作为恶性肿瘤早期诊断或确诊依
据，不得用于普通人群的肿瘤筛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生化免疫定量分析仪累计已发生的研发投入约为
2039.85 万元。 癌胚抗原检测试剂盒累计已发生的研发投入约为 93.98 万元。

四、同类产品相关情况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数据查询信息： 截至公告日国内外同行业多个

厂家已取得同类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强生、富士等具有干式生化产品，市场
上暂无同时支持干化学分析法和干式免疫荧光法两种检测方法的自动化仪器。 癌
胚抗原检测试剂盒国内注册证约 34 个，其中酶联免疫 2 个，荧光 2 个，比浊 2 个，
时间分辨 1 个，化学发光 27 个；进口注册证约 12 个。

五、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延续注册，将能保障产品的持续销售，延续了公司在

体外诊断领域的持续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不断满足市场需求，是对公司现

有产品的有效补充，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作
用，但近期对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

产品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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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钼业”或“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8 人，实际参加董事 8 人，公司全体监
事、首席财务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 2020 年度预算的议案。
结合 2020 年全球经济研判、供求关系变化，并充分考虑公司可持续发展实际，

以降本增效、提升管理水平和积极发掘现有业务内生性增长潜力为总体目标，制定
的 2020 年度公司各业务板块主要产品产量预算为：

铜钴业务： 铜金属产量 16.3 万吨至 20.0 万吨； 钴金属产量 1.4 万吨至 1.7 万
吨；

钼钨业务： 钼金属产量 1.2 万吨至 1.5 万吨， 钨金属产量 0.7 万吨至 0.9 万吨
（不含豫鹭矿业）；

铜金业务（80%权益计算）：NPM 铜金属产量 2.4 万吨至 2.9 万吨；黄金产量 2.0

万盎司至 2.5 万盎司；
铌磷业务：铌金属产量 1.0 万吨至 1.2 万吨；磷肥（高浓度化肥+低浓度化肥）产

量 100.9 万吨至 123.4 万吨。
矿产贸易业务：实物贸易量 453 万吨至 554 万吨。
以上预算是基于现有经济环境及预计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 能否实现取决于

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市场情况及公司管理团队的努力等诸多因素，存在
不确定性，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状况及公司业务实际对上述产量预
算指标进行适时调整。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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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387 证券简称：基蛋生物 公告编号：2020-015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医疗器械产品延续注册、变更登记

及新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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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达到披露标准日，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银有色”或

“公司”）下属全资公司第一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黄金”）减持斯班一
静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斯班一”）95,999,980 股股票，减持股份数量占斯班
一总股本的 3.60 %，交易金额约为 1,552,456,011.54 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就上述交易事项予以披露。

本次减持股票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减持股票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减持股票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减持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详见本公告主要风险分析，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白银有色于 2018 年 2 月召开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下属全资公司第一黄金适时

减持斯班一股票， 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减持参股公司股
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临 010 号）。 基于对目前斯班一股票市场价格的判断，

为收回投资资金， 第一黄金通过证券交易市场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出售其持有斯
班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累计 95,999,980 股， 减持股份数量占斯班一总股本的 3.60
%， 减持均价为 35.96 兰特/股， 交易成交金额合计为 3,452,203,717 兰特， 约为
1,552,456,011.54 元人民币。

二、本次交易背景情况
（一）第一黄金收购斯班一
2014 年第一黄金为增强战略协同优势，提高盈利能力，将持有的西兰特资产与

斯班一进行资产整合。 第一黄金将其持有的西兰特资产权益并附带 6.16 亿兰特天
达银行贷款投资于斯班一， 用以换取斯班一在交割日向第一黄金新发行的占发行
后全面摊薄总股本 17%的股票，共计 156,894,754 股。 另外，第一黄金在公开市场上
购买斯班一股票，第一黄金共持有斯班一 19.82%的股权，成为斯班一第一大股东。

2017 年斯班一收购美国静水矿业公司 100%的股权，交易总金额 28.1 亿美元，
斯班一通过美元发债和配股增发等方式募集资金，其中配股增发募集不少于 7.5 亿
美元。 公司通过第一黄金参与斯班一配股增发项目，投资金额 2 亿美元，配股完成
后，第一黄金持有斯班一 19.46%的股份，仍为斯班一第一大股东。

（二）公司收购第一黄金少数股东股权
第一黄金是一家从事黄金的勘探开发、开采、运营及销售的中型黄金公司，生

产的产品为金锭，主要经营地在南非。 第一黄金主要资产为位于南非东兰特盆地的
东摩德金矿、东摩德处理厂和相关勘探开发的金矿项目。 根据公司 2019 年半年度

报告，第一黄金的黄金资源量为 2,601.02 万盎司（约折合 809 吨），黄金储量 228.27
万盎司（约为 71 吨）。

2018 年 6 月白银有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收购第一
黄金少数股东股权项目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2019 年 3 月，
公司完成资产过户，第一黄金成为公司的全资公司。 具体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有关公告。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第一黄金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19年 9月 30日 单位：万美元

资产总额 105,030.62

净资产 50,201.37

营业收入 10,737.75

净利润 -1,594.72

（三）减持斯班一股票
为了进一步增强境外资产的流动性，加强境外投资风险管控，需要优化对斯班

一的股权投资。 为此，第一黄金决定不再向斯班一派驻董事，打开第一黄金对斯班
一股票买卖交易的时间窗口，解除对斯班一股票交易的限制，释放斯班一股票的流
动性。 2017 年第一黄金委派到斯班一的两名董事辞职，第一黄金对斯班一公司已无
重大影响， 故第一黄金对斯班一的长期股权投资由权益法核算变更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核算。

2018 年 2 月，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授
权适时减持斯班一股票的提案》， 同意第一黄金适时减持斯班一股票不超过 9600
万股，减持价格不低于 22.16 兰特/股。2019 年 12 月，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进行续期。 期间若减持股票上限等相关事项发生变更的， 将重新履行授权程
序。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每年度或定期授权相关执行部门或单位，择机实施减持
斯班一股票相关事项，并办理其他具体事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斯班一静水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上市公众公司
3、 注册地 、 主要办公地点 ：Constantia Office Park, Cnr 14th Avenue and

Hendrik Potgieter Road, Bridgeview House, Ground Floor, Weltevreden Park 1709.
South Africa

4、成立时间：2013 年 2 月
5、发行股本：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 2,670,029,252 股流通股。
6、斯班一是世界主要的铂钯、黄金生产商，主要资产在南非和美国。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斯班一黄金总资源量 10,460 万盎司， 折合约 3,253 吨， 黄金储量
1,540 万盎司，折合约 479 吨；铂系金属总资源量 38,900 万盎司，折合约 12,099 吨，
铂系金属储量 5,510 万盎司，折合约 1,714 吨；铀矿总资源量 7,870 万磅。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斯班一生产黄金 23 吨；铂族金属 68 吨。

注：上述数据来源于斯班一已披露的公开信息。
7、斯班一主要股东

主要股东 持股比例

1 第一黄金南非有限公司 16.81%

2 Public�Investment�Corporation�(SOC)�Limited 8.77%

3 Exor�Investments 6.60%

4 Investec�Asset�Management 4.82%

5 Van�Eck�Associates�Corporation 4.07%

注：数据为斯班一公布的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的前五大股东情况
8、斯班一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斯班一经毕马威（南非）审阅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19年 单位：百万兰特 单位：万元人民币

资产总额 101,071.8 4,657,687

债务总额 69,933.5 3,222,742

资产净额 31,138.3 1,434,945

营业收入 72,925.4 3,360,618

净利润 432.8 19,945

注：上述兰特数据来源于斯班一已披露的公开信息，按照人民币兑兰特汇率 2.17 计
算。

四、本次交易的实施结果
减持前，第一黄金持有斯班一 423,449,422 股，因斯班一增发股份等原因，第一

黄金持有斯班一的股份比例摊薄为 15.86%。 本次减持 95,999,980 股， 减持股份数
量占斯班一总股本的 3.60 %， 交易成交金额合计为 3,452,203,717 兰特， 约为
1,552,456,011.54 元人民币。 减持后，第一黄金尚持有斯班一 327,449,442 股，占斯
班一总股本的 12.26 %，仍为斯班一第一大股东。

五、本次交易的主要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金价和铂系金属的未来走势。 如果贵金属价格的大幅波

动，可能会导致斯班一股价产生波动，从而影响公司仍持有的斯班一股票市值。
2、外汇风险
本次减持涉及兰特为结算货币， 受外币汇率变化的影响， 存在一定的外汇风

险。
3、对损益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斯班一股票价格为 35.89 兰特/股（约为 16.54 元/股），第一

黄金本次累计减持斯班一股票均价为 35.96 兰特/股（约为 16.57 元/股），因公司相
关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故本次减持斯班一股票对 2020 年第一季度及
2020 年度损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以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及相关定期报告为
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相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股票代码：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2020-006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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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通知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3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 3 名,实际参加监事 3 名。 公司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和
董事会办公室等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寇幼敏女士
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预算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预算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考虑 2020 年实
际业务需要，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地进行编制的，体现了按照强化内部管理，把握发
展机遇，提高股东收益的总体要求。 同意 2020 年度预算安排。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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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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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总额预计新增不超过 5.62 亿美元。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直接或间接全资子公司之间融资担保的议案》 和《关于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IXM 向供应商提供供应链融资担保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直接或间接
全资子公司之间合计提供最高余额不超过 20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的融资担保额
度，及同意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 IXM B.V.及其子公司、成员单位(以下
简称“IXM”)于 1.3 亿美元额度内向其供应商提供供应链融资担保。 上述授权有效
期自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至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全资子公司对外
担保计划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直接或间接全资子公司之间融资担保的议案》 和《关于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IXM 向供应商提供供应链融资担保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直接或间接
全资子公司之间合计提供最高余额不超过 20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的融资担保额
度，及同意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 IXM B.V.及其子公司、成员单位于 1.3
亿美元额度内向其供应商提供供应链融资担保。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批
通过之日至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现为提升决策效率，满足 IXM 业务发展及日常融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 IXM
根据运营实际需要，拟向如下被担保人提供总额不超过 5.62 亿的担保，具体明细
如下：

单位：万 美元

序号 被担保方 与 IXM�B.V.
关系 担保金额 占本次担保总

额比例（%）

1 IXM�(Shanghai)�Corporate�Management�
Company�Limited

全资子公司

5,000 8.90

2 IXM�(Shanghai)�Corporate�Management�
Company�Limited 8,000 14.23

3 IXM�(Shanghai)�Corporate�Management�
Company�Limited 2,100 3.74

4 IXM�(Shanghai)�Corporate�Management�
Company�Limited 3,100 5.52

5 IXM�Trading�LLC 3,500 6.23
6 IXM�Trading�LLC 2,500 4.45
7 IXM�Trading�LLC 5,000 8.90
8 IXM�Trading�LLC 6,000 10.68
9 IXM�SA 20,000 35.59
10 Compromin 1,000 1.78

上述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计划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已授权公
司首席财务官于相关期间决定和处理上述担保计划内的具体事宜。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详见附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IXM 是一家全球性的金属贸易公司， 通过期货买卖来管理贸易金属现货以及

现货买卖合同的价格风险。 该商业模式对贸易商信用资质要求较高，且贸易商惯常
需要提供货权质押担保。本次董事会审议之担保事项是基于 IXM 行业业务模式，属
于贸易行业内较为惯常的商业融资安排。 本次担保计划全部以 IXM B.V.及其全资
子公司 IXM SA 作为担保主体向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未对 IXM 及本
次担保计划给予任何形式的担保安排。

截止目前，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尚未签署有关上述担保计划中任意一项担保
有关的协议或意向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计划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 IXM 在综合考
虑其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有利于公司整体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以预计担保额度及具体担保计

划的形式将担保事宜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首席财务官决定和
处理上述担保计划内的具体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符合公司子公司经营实际和发展战略，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按 2020 年 3 月 3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 美

元兑人民币 6.9516 元折算；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41.73 亿元，全部系对全
资子公司及联营企业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3.45%。 截至本公
告发布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序
号

担保方
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担保方
与被担
保方关
系

注册地
点

营业范
围

2019年 6月 30日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产 净利润

资产
负债
率

（%）

1 IXM�B.�
V.

IXM�(Shanghai)�
Corporate�
Management�Company�
Limited

全资子
公司

中国上
海

基本金
属和精
矿贸易

人民币
2,934百
万元

人民币
2,341百
万元

人民币
593百万

元

人民币
-0.6百
万元

79.79

2 IXM�B.�
V.

IXM�(Shanghai)�
Corporate�
Management�Company�
Limited

中国上
海

3 IXM�B.�
V.

IXM�(Shanghai)�
Corporate�
Management�Company�
Limited

中国上
海

4 IXM�B.�
V.

IXM�(Shanghai)�
Corporate�
Management�Company�
Limited

中国上
海

5 IXM�
SA IXM�Trading�LLC

全资子
公司 美国 金属贸

易
美元
1.93亿

美元
1.89亿

美元
392万

美元
-279万 97.97

6 IXM�
SA IXM�Trading�LLC

7 IXM�
SA IXM�Trading�LLC

8 IXM�
SA IXM�Trading�LLC

9 IXM�B.�
V. IXM�SA

全资子
公司

瑞士 金属贸
易

美元
28.73亿

美元
24.95亿

美元
3.78亿

美元
2,298万 86.86

10 IXM�B.�
V. Compromin 墨西哥 金属贸

易

美元
6,808万

元

美元
5,350万

元

美元
1,458万

元

美元
7万元 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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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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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张
林华女士递交的辞职报告， 张林华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职
务，辞去监事职务后，张林华女士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张林华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
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亦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张林华女士的辞职

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完成监事补选工作。
公司及监事会对张林华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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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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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

从 9.90%减少至 8.28%。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蛋生物”或“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

日收到公司股东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捷富投资”或“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杭州捷朗”）、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维思”）、天津捷
元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捷元”）发来的《基蛋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减持股份进展告知函》。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
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苏州市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纬一路国际金融大厦 424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3月 3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集合竞价 2020/1/15-20
20/2/17 人民币普通股 123.5412 0.47%

大宗交易 2020/2/18-20
20/2/27 人民币普通股 130 0.50%

大宗交易 2020/3/3 人民币普通股 48 0.18%
合 计 - - 301.5412 1.16%

（二）一致行动人 1

一致行动人
基本信息

名称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杭州市上城区国货路 7号 305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3月 3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集合竞价 2020/2/17 人民币普通股 10 0.04%

大宗交易 2020/2/18-20
20/2/21 人民币普通股 106 0.41%

合 计 - - 116 0.45%
（三）一致行动人 2

一致行动人
基本信

名称 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号 201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3月 3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集合竞价 2020/2/17 人民币普通股 6 0.02%

合 计 - - 6 0.02%

备注：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该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5,781,67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90%。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捷富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1284.546 4.93% 983.0048 3.7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284.546 4.93% 983.0048 3.78%

杭州捷朗

合计持有股份 824.8859 3.17% 708.8859 2.72%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824.8859 3.17% 708.8859 2.72%

杭州维思

合计持有股份 92.2983 0.35% 86.2983 0.33%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92.2983 0.35% 86.2983 0.33%

天津捷元

合计持有股份 376.4376 1.45% 376.4376 1.45%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2578.1678 9.90% 2154.6266 8.2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2201.7302 8.45% 1778.1890 6.83%

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

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本次减持计划：捷富投资、杭州捷朗、杭州维思拟自

2019 年 9 月 13 日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期间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9,168,2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2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 5,208,353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10,416,708 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合计
不超过 29,168,262 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尚余 6,981 股未完成，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尚余 4,231,708 股未完成，未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特此公告。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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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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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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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0 年 3 月 3 日，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银有色”或“公司”）及下属公司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长通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人民币 3,469,644.55 元（未经审计），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与收益 /资
产相关 补助依据

（元）

1 长通公司 白银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划拨引起高
层次人才（团队）项目扶持经费 2019年 12月 30日 50,000.00 收益 白组通字[2019]167号

2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 2020年 1月 21号 100,000.00 收益 市财社发[2020]4号

3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稳岗返还 2020年 2月 25号 3,319,644.55 收益 白人社发[2020]43号

4 合计 3,469,644.55

注 1：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以上政府补助均系现金形式的补助，截止本公告日，上述补助资金已全部到账。
二、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上述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3,469,644.55 元，将对公司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净利润产生一定影

响。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