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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上海莱士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完成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按照 10 转增 10

进行权益分派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发生变化，但持
股比例不变，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莱士中国 419,200,000 30.42% 838,400,000 30.42%
深圳莱士 63,366,435 4.60% 126,732,870 4.60%
上海凯吉 1,521,000 0.11% 3,042,000 0.11%
合计 484,087,435 35.13% 968,174,870 35.13%

（三）2016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上海莱士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完成 2016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按照 10 转增 8 进

行权益分派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发生变化，但持股
比例不变，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莱士中国 838,400,000 30.39% 1,509,120,000 30.39%
深圳莱士 126,732,870 4.59% 228,119,166 4.59%
上海凯吉 8,480,712 0.31% 15,265,282 0.31%
合计 973,613,582 35.29% 1,752,504,448 35.29%

（四）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被动稀释
2016 年 1 月 21 日，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股份上市流通，本

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15.78 元 / 份，行权人数 221 人，行权数量合计 2,493,228 股。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758,753,062 股。 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
股股数未发生变化，因行权股票增加总股本导致持股被动稀释，合计稀释比例为
0.03%，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莱士中国 838,400,000 30.42% 838,400,000 30.39% -0.0275%
深圳莱士 126,732,870 4.60% 126,732,870 4.59% -0.0042%
上海凯吉 3,974,703 0.14% 3,974,703 0.14% -0.0001%
合计 969,107,573 35.16% 969,107,573 35.12% -0.03%
2017 年 1 月 23 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行权股份上市流通，本次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 8.74 元 / 份，行权人数 220 人，行权数量合计 4,483,385 股，剩余股票
期权总数为 4,459,203� 份。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4,970,238,896 股。莱士
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股数未发生变化，因行权股票增加总股本导致持股被
动稀释，合计稀释比例为 0.03%，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莱士中国 1,509,120,000 30.39% 1,509,120,000 30.36% -0.0274%
深圳莱士 228,119,166 4.59% 228,119,166 4.59% -0.0041%
上海凯吉 15,265,282 0.31% 15,265,282 0.31% -0.0003%
合计 1,752,504,448 35.29% 1,752,504,448 35.26% -0.03%
2018 年 2 月 6 日，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三期行权股份上市流通，本

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8.71 元 / 份，行权人数 219 人，行权数量合计 4,383,203 股。
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股数未发生变化，因行权股票增加总股本导致持
股被动稀释，合计稀释比例为 0.03%，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莱士中国 1,509,120,000 30.36% 1,509,120,000 30.34% -0.0268%
深圳莱士 228,119,166 4.59% 228,119,166 4.59% -0.0040%
上海凯吉 15,265,282 0.31% 15,265,282 0.31% -0.0003%
合计 1,752,504,448 35.26% 1,752,504,448 35.24% -0.03%
公司实施上述三期股票期权计划， 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股数均未

发生变化，因行权股票增加总股本导致持股被动稀释比例合计为 0.09%。
（五）被动减持
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凯吉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

期间，因股票质押违约处置导致被动减持，合计减持比例为 4.43%，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莱士中国 1,509,120,000 30.34% 1,304,374,576 26.22% -4.12%
上海凯吉 15,265,282 0.31% 0 0 -0.31%
（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被动稀释
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莱士持股数量在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后没

有变化。 因本次重组，公司向基立福发行 1,766,165,808 股普通股，导致信息披露义
务人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22.73%， 稀释比例为
8.07%。 本次交易所涉的股份发行前后（股份发行前持股情况截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海莱士的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股份前 本次发行股份后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莱士中国 1,304,374,576 26.22% 1,304,374,576 19.35% -6.87%
深圳莱士 228,119,166 4.59% 228,119,166 3.38% -1.20%
合计 1,532,493,742 30.81% 1,532,493,742 22.73% -8.07%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限制情况
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存在质押的情况，截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质押数量（股）
莱士中国 26.22% 1,304,374,576 1,281,334,800
深圳莱士 4.59% 228,119,166 228,110,000

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存在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 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被冻结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表：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冻结数量（股）
莱士中国 26.22% 1,304,374,576 1,304,374,576
深圳莱士 4.59% 228,119,166 228,119,166

除上述情况外， 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质
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是否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 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具体如下：
1、股东大会层面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莱士控股股东科瑞天诚、莱士中国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

司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份数比例分别为 26.18%、22.73%， 基立福可实际支配的
上市公司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份数比例为 26.20%。 本次交易完成后，虽然科瑞
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变更为公司第二大股东，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第
三大股东，但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已承诺其及所提名董事行使提案权或作出表决
的事项时，双方将形成一致意见后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 董事会提出提案或行使
表决权；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与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明显
高于基立福持股比例。

2、董事会层面
根据上海莱士《公司章程》的规定，上海莱士董事会应由 9 名董事组成。 根据

《战略合作总协议》的相关约定，“基立福股东有权提名公司非独立董事两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包括 6 名非独立董事（其中两

名由基立福提名）和 3名独立董事。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将有 2名
非独立董事由基立福提名，在非独立董事及全体董事数量中均占少数席位。

根据《章程修正案》，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董事会作
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但本章程另有约定的除外；“决定公司的
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制订公司的利润
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制订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股东回报规划方案；制订公
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制订本章程的修改

方案”应当取得多于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3/4 董事同意。由于基立福提名非独立董事
占上海莱士非独立董事及全体董事数量中均占少数席位，基立福无法对董事会实
施控制。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基立福无法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层面对上市公司实施
控制。

3、确保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具体措施
根据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出具的承诺：“双方作为上海莱士控股股东的过程

中，双方对上海莱士的经营理念、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经营方针的认识相近，对
上海莱士管理和经营决策已形成较好的信任关系， 自上海莱士设立以来至今，双
方上述共同控制的状态保持了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良好运行和规范运作，双
方决定继续保持以往的共同控制的合作关系，以保证上海莱士控制权的稳定。 ”

为了进一步保持上海莱士控制权稳定，科瑞天诚、莱士中国作出如下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积极行使包括提名权、表决

权在内的股东权利和董事权利， 不会主动放弃或促使本承诺人的一致行动人放弃所享
有的任何股东权利和董事权利，努力保持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管理层团队的
实质影响力，继续促进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良好运行和规范运作。

2、本承诺人在处理有关上市公司任何事项的决策且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由本承诺人 / 本承诺人提名的董事行使提案权或作出表决
的事项时，将与科瑞天诚（或莱士中国）/ 其提名的董事进行事先充分协调并达成一致
意见，按该一致意见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提出提案或行使表决权。

本承诺一经作出即生效，自本承诺人持有上海莱士股份期间均持续有效。 ”
基立福亦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出具了《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

明确其参与本次交易系基于看好中国市场及上海莱士未来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
后，各方将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发展上市公司相关业务。 基立福承诺在本次交易完
成 36 个月内，不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因此，本次权益变动后，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
的集中交易买卖上海莱士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
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RAAS� CHINA� LIMITED/ 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
HOANG� KIEU（黄凯）
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HOANG� KIEU（黄凯）
日期： 年 月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关于协助披露莱士中国被动减持上海莱士股份的函》；
四、《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五、其他相关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009�号

股票简称 上海莱士 股票代码 002252.SZ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RAAS�CHINA�
LIMITED/莱士中国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Level�54,�Hopewell�Centre,�183�
Queen’s�Road�East

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
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
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股流通股
持股数量：482,566,435股
持股比例：35.02%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流通股
变动数量：204,744,970股（上海凯吉在报告期内增持后又被动减持，股

份变动数量视为 0；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未导致股份占比发生变化的股份
数量变动情况不做统计；涉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前股份数量已做除权处
理）

变动比例：12.28%
变动后数量：1,532,493,742股
变动后比例：22.73%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减
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

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RAAS CHINA LIMITED/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_HOANG KIEU（黄凯 ）
日期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致行动人 ）：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HOANG KIEU（黄凯 ）

日期 ： 年 月 日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上海莱士
股票代码：002252.SZ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6055 号 28 幢 1 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
名称：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紫阳大道 2999 号紫

阳明珠办公楼 C 栋 1803 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
名称：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F0560

签署日期：2020 年 3 月 27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章程、协议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报告书
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莱士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上海莱士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海莱士、上市公司、本公司、公
司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发行
股份 指

上海莱士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基立福持有的 GDS�已发行在
外的 40�股 A�系列普通股（占 GDS�已发行在外的 100�股 A�
系 列普通股的 40%）以及已发行在外的 50�股 B�系列普通股
（占 GDS�已发行在外的 100�股 B�系列普通股的 50%），合计
GDS�45%股权。

基立福 指 Grifols,�S.A.
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瑞天诚 指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科瑞天诚一致行动人 指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科瑞集团 指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科瑞金鼎 指 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莱士中国 指 RAAS�China�Limited/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莱士中国一致行动人、深圳莱士 指 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报告书所载的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被动稀释、被动减持、本次重组交易被动稀释等
因素导致持股比例减少超过 5%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说明： 本报告书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情况，
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6742602991X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2年 10月 31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6055号 28幢 1层
法定代表人 吴旭
注册资本 52,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02年 10月 31日至 2042年 10月 30日

经营范围
投资和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从事生物科技、医
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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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方式 010-84721992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20,800 40%
2 宁波正祥润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50 18.75%
3 宁波善用投资有限公司 6,500 12.5%
4 北京富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00 12.5%
5 光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5,200 10%
6 百步亭集团有限公司 3,250 6.25%
- 合计 52,000 100%
3、董事、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在科瑞天诚任
职情况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郑跃文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吴旭 男 副董事长,总裁 中国香港 中国 否
林明樟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袁克群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茅永红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曾令山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郭恒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4、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科瑞天诚无在境内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科瑞天诚通过天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天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国际”）29.54%的股权，天诚国际通过
Tiancheng� (Germany)�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AG（以下简称“天诚德国”）间接持有
Biotest� AG（以下简称“Biotest”） 89.88%的普通股及 1.05%的优先股，Biotest 股份在
德国法兰克福交易所上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60106158345906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1991�年 9�月 5�日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紫阳大道 2999号紫阳明珠办公楼 C栋
1803室

法定代表人 郑跃文
注册资本 13,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00年 1月 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技术转让；普通机械、化工原料及产品(易制毒及化学
危险品除外)、生物制品、电子产品、通信设备、化学工程及能源程序用设备销售；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信息服务、投资咨询服务；设备租赁；矿业投资；国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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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方式 010-84721992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郑跃文 7,020 54%
2 林明樟 3,380 26%
3 曾令山 2,600 20%
- 合计 13,000 100%
3、董事、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在科瑞集团任职情
况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郑跃文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吴旭 男 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香港 中国 否

戈京汉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林明樟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4、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科瑞集团无在境内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科瑞集团持有科瑞天诚 40%的股权， 科瑞
天诚通过天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天诚国际 29.54%的股权， 天诚国际通过
天诚德国间接持有 Biotest� 89.88%的普通股及 1.05%的优先股，Biotest 股份在德国法
兰克福交易所上市。

（二）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309030371H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4年 7月 22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F0560
执行事务合伙人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期限 2014年 7月 22日至 2034年 7月 21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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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方式 010-84721992
2、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权益比例
1 林明樟 有限合伙人 800 40%
2 郑易 有限合伙人 800 40%
3 科瑞天诚 普通合伙人 400 20%
- 合计 - 2,000 100%
3、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在宁波科瑞金鼎任
职情况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郑跃文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 中国 中国 否

4、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宁波科瑞金鼎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宁波科瑞金鼎为科瑞天诚控制的企业，科瑞天诚的控股

股东为科瑞集团，科瑞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郑跃文先生。 具体如下：

根据《收购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瑞天诚与科瑞集团、宁波
科瑞金鼎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1）因 2016 年 -2018 年期间实施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行权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下降 0.09%；（2）因
股票质押违约处置导致被动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减持比例
为 1.36%；（3）因上海莱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基立福发行 1,766,165,808 股普通
股，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26.18%，稀释比
例为 9.30%；（4）此外，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看好上市公司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致行动人科瑞集团在二级市场对上海莱士股票进行增持， 合计增持股权比例为
0.69%。 综合前述变动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净减少上市公司股份
比例为 10.07%，减少超过 5%以上。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
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除上述披露信息外，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信息披
露义务人做出的相关承诺情况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主动减持其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海莱士

36.25%的股份（详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出具的《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后（根据截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的上海莱
士股东持股情况模拟发行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 A� 股流通股数量为 1,764,954,412 股， 占上市公司发行完成后总股本数的
26.18%。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科瑞天诚 436,177,568 31.65% 1,545,739,564 22.93%

宁波科瑞金鼎 63,366,435 4.60% 210,276,214 3.12%
科瑞集团 0 0 8,938,634 0.13%
合计 965,132,870 36.25% 1,764,954,412 26.18%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二级市场增持
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二级市场对上海莱士股票进行增持，合计增持股权

比例为 0.69%，具体情况如下：
增持股东 增持期间 资金来源 增持股份数量（股） 变动比例

科瑞天诚 2015年 7月 6日至 2015年
7月 17日 自筹资金 5,901,509 0.43%

科瑞天诚 2016年 1月 15日至 2016
年 1月 25日 自筹资金 2,247,160 0.08%

科瑞集团 2015年 7月 7日至 2015年
7月 17日 自筹资金 2,482,954 0.18%

（二）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上海莱士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完成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按照 10 转增 10 进

行权益分派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发生变化，但持股比
例不变，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科瑞天诚 442,079,077 32.08% 884,158,154 32.08%

宁波科瑞金鼎 63,366,435 4.60% 126,732,870 4.60%

科瑞集团 2,482,954 0.18% 4,965,908 0.18%

合计 507,928,466 36.86% 1,015,856,932 36.86%

（三）2016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上海莱士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完成 2016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按照 10 转增 8 进

行权益分派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发生变化，但持股比
例不变，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科瑞天诚 886,405,314 32.13% 1,595,529,564 32.13%

宁波科瑞金鼎 126,732,870 4.59% 228,119,166 4.59%

科瑞集团 4,965,908 0.18% 8,938,634 0.18%

合计 1,018,104,092 36.90% 1,832,587,364 36.90%

（四）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被动稀释
2016 年 1 月 21 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股份上市流通，本次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15.78 元 / 份，行权人数 221 人，行权数量合计 2,493,228 股。 本
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758,753,062 股。 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股
数未发生变化，因行权股票增加总股本导致持股被动稀释，合计稀释比例为 0.03%，
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科瑞天诚 886,405,314 32.16% 886,405,314 32.13% -0.0291%

宁波科瑞金鼎 126,732,870 4.60% 126,732,870 4.59% -0.0042%

科瑞集团 4,965,908 0.18% 4,965,908 0.18% -0.0002%

合计 1,018,104,092 36.94% 1,018,104,092 36.90% -0.03%

2017 年 1 月 23 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行权股份上市流通，本次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 8.74 元 / 份，行权人数 220 人，行权数量合计 4,483,385 股，剩余股票期权
总数为 4,459,203� 份。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4,970,238,896 股。 科瑞天诚
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股数未发生变化， 因行权股票增加总股本导致持股被动稀
释，合计稀释比例为 0.03%，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科瑞天诚 1,595,529,564 32.13% 1,595,529,564 32.10% -0.0290%
宁波科瑞金鼎 228,119,166 4.59% 228,119,166 4.59% -0.0041%
科瑞集团 8,938,634 0.18% 8,938,634 0.18% -0.0002%
合计 1,832,587,364 36.90% 1,832,587,364 36.87% -0.03%

2018 年 2 月 6 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三期行权股份上市流通，本次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8.71 元 / 份，行权人数 219 人，行权数量合计 4,383,203 股。 科瑞
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股数未发生变化， 因行权股票增加总股本导致持股被
动稀释，合计稀释比例为 0.03%，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科瑞天诚 1,595,529,564 32.10% 1,595,529,564 32.07% -0.0283%

宁波科瑞金鼎 228,119,166 4.59% 228,119,166 4.59% -0.0040%

科瑞集团 8,938,634 0.18% 8,938,634 0.18% -0.0002%

合计 1,832,587,364 36.87% 1,832,587,364 36.84% -0.03%

公司实施上述三期股票期权计划，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股数均未发
生变化，因行权股票增加总股本导致持股被动稀释比例合计为 0.09%。

（五）被动减持
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科瑞金鼎因股票质押违约处置导致被动减持，合

计减持比例为 1.36%，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被动减持期间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变动比
例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科瑞天诚 2018年 12月 20日 1,595,529,564 32.07% 1,582,529,564 31.81% -0.26%

科瑞天诚 2020年 1月 2日至
2020年 3月 6日 1,582,529,564 31.81% 1,545,739,564 31.07% -0.74%

宁波科瑞金
鼎

2018年 12月 19日
至 2018�年 2月 27

日
228,119,166 4.59% 210,276,214 4.23% -0.36%

（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被动稀释
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在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后没有变化。因

本次重组，上海莱士向基立福发行 1,766,165,808 股普通股，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26.18%，稀释比例为 9.30%。 本次交易所涉
的股份发行前后（股份发行前持股情况截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科
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海莱士的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股份前 本次发行股份后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科瑞天诚 1,545,739,564 31.07% 1,545,739,564 22.93% -8.14%
宁波科瑞金鼎 210,276,214 4.23% 210,276,214 3.12% -1.11%
科瑞集团 8,938,634 0.18% 8,938,634 0.13% -0.05%
合计 1,764,954,412 35.48% 1,764,954,412 26.18% -9.3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限制情况

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存在质押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质押数量（股）
科瑞天诚 31.07% 1,545,739,564 1,473,739,252

宁波科瑞金鼎 4.23% 210,276,214 209,792,944
科瑞集团 0.18% 8,938,634 8,930,000

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存在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截
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被冻结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冻结数量（股）
科瑞天诚 31.07% 1,545,739,564 1,543,739,564

宁波科瑞金鼎 4.23% 210,276,214 210,276,214
科瑞集团 0.18% 8,938,634 8,938,634

除上述情况外， 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质
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是否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 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具

体如下：
1、股东大会层面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莱士控股股东科瑞天诚、莱士中国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

司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份数比例分别为 26.18%、22.73%，基立福可实际支配的上
市公司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份数比例为 26.20%。 本次交易完成后，虽然科瑞天诚
及其一致行动人变更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第三大
股东， 但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已承诺其及所提名董事行使提案权或作出表决的事
项时， 双方将形成一致意见后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 董事会提出提案或行使表决
权； 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与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明显高于
基立福持股比例。

2、董事会层面
根据上海莱士《公司章程》的规定，上海莱士董事会应由 9 名董事组成。 根据

《战略合作总协议》的相关约定，“基立福股东有权提名公司非独立董事两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包括 6 名非独立董事（其中

两名由基立福提名）和 3 名独立董事。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将
有 2 名非独立董事由基立福提名，在非独立董事及全体董事数量中均占少数席位。

根据《章程修正案》，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董事会作出
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但本章程另有约定的除外；“决定公司的经营
计划和投资方案；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
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制订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股东回报规划方案；制订公司增加
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
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应
当取得多于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3/4 董事同意。由于基立福提名非独立董事占上海莱
士非独立董事及全体董事数量中均占少数席位，基立福无法对董事会实施控制。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基立福无法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层面对上市公司实施
控制。

3、确保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具体措施
根据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出具的承诺：“双方作为上海莱士控股股东的过程中，

双方对上海莱士的经营理念、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经营方针的认识相近，对上海
莱士管理和经营决策已形成较好的信任关系，自上海莱士设立以来至今，双方上述
共同控制的状态保持了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良好运行和规范运作， 双方决定
继续保持以往的共同控制的合作关系，以保证上海莱士控制权的稳定。 ”

为了进一步保持上海莱士控制权稳定，科瑞天诚、莱士中国作出如下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积极行使包括提名权、

表决权在内的股东权利和董事权利， 不会主动放弃或促使本承诺人的一致行动人
放弃所享有的任何股东权利和董事权利，努力保持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
管理层团队的实质影响力，继续促进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良好运行和规范运作。

2、本承诺人在处理有关上市公司任何事项的决策且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由本承诺人 / 本承诺人提名的董事行使提案权或
作出表决的事项时，将与科瑞天诚（或莱士中国）/ 其提名的董事进行事先充分协调
并达成一致意见， 按该一致意见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 董事会提出提案或行使表
决权。

本承诺一经作出即生效，自本承诺人持有上海莱士股份期间均持续有效。 ”
基立福亦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出具了《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

明确其参与本次交易系基于看好中国市场及上海莱士未来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
各方将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发展上市公司相关业务。 基立福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 36
个月内，不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因此，本次权益变动后，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股权质

押违约处置导致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方式被动减持上海莱士股票的情况的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股份比

例（%）

科瑞天诚

集中竞价 2020年 1月 2日 7.42 3,060,000 0.06%
集中竞价 2020年 1月 3日 7.52 3,060,000 0.06%
集中竞价 2020年 1月 6日 7.46 3,060,000 0.06%
集中竞价 2020年 1月 7日 7.53 3,060,000 0.06%
集中竞价 2020年 1月 8日 7.61 3,060,000 0.06%
集中竞价 2020年 1月 9日 7.53 3,060,000 0.06%
集中竞价 2020年 1月 10日 7.54 3,060,000 0.06%
集中竞价 2020年 1月 13日 7.42 3,060,000 0.06%
集中竞价 2020年 1月 14日 7.46 3,060,000 0.06%
集中竞价 2020年 1月 15日 7.35 3,060,000 0.06%
集中竞价 2020年 1月 16日 7.25 3,060,000 0.06%
集中竞价 2020年 3月 5日 9.40 1,254,100 0.03%
集中竞价 2020年 3月 6日 9.35 1,875,900 0.04%
合计 - - 36,790,000 0.73%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
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旭
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跃文
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_____
郑跃文
日期： 年 月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关于协助披露科瑞天诚被动减持上海莱士股份的函》；
四、《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五、其他相关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009�号

股票简称 上海莱士 股票代码 002252.SZ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6055
号 28幢 1层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紫阳大道 2999号紫
阳明珠办公楼 C栋 1803室

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
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F0560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股流通股
持股数量：965,132,870�股
持股比例：36.2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流通股
变动数量：42,342,632股（其中报告期内增持 25,290,320股，被动减持

67,632,952股，合计被动减持 42,342,632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未导致
股份占比发生变化的股份数量变动情况不做统计；涉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前股份数量已做除权处理）

变动比例：10.07%
变动后数量：1,764,954,412股
变动后比例：26.18%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减
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

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

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旭

日期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致行动人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跃文
日期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致行动人 ）：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郑跃文

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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