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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优先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交易概述
1、交易背景及概述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原通过境内子公司深

圳市顺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巢科技”）
14.43%的股权。 于 2019 年，丰巢科技基于其业务发展需要进行股权重组，丰巢科技
境外融资平台 Hive� Box�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丰巢开曼”）通过协议控制方
式控制丰巢科技。重组后丰巢科技的股权结构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公司通过境外子
公司 Radiant� Beyond� Limited（亮越有限公司）持有丰巢开曼 13.67%的股权（考虑了
员工股权激励 ESOP 的摊薄影响）。

为了做大做强智能快递柜主业，整合行业优质资源，快速抢占快递物流最后一
公里的优势区位，向快递员和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现丰巢开曼拟在智能快
递柜市场进行重要布局，丰巢开曼、丰巢开曼的子公司深圳市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丰巢网络”）与中邮智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邮智递”）及其股
东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邮资本”）、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泰控股”）、浙江驿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驿宝”）、
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控股”）拟签署一揽子交易协议。 本次
交易完成后，中邮智递原股东中邮资本、三泰控股、浙江驿宝、明德控股（以下合称
“原股东”或“减资方”）将减资退出中邮智递，中邮智递成为丰巢网络的全资子公
司，中邮智递原股东（包括原股东指定的子公司）将有权认购丰巢开曼新发行的股
份成为丰巢开曼的股东。 公司非中邮智递原股东，不参与本次丰巢开曼新增股份认
购。中邮智递原股东（包括原股东指定的子公司）行使认股权证后，公司对丰巢开曼
的持股比例将从 13.67%稀释至 9.75%。

2、鉴于本次一揽子交易涉及丰巢开曼的原股东放弃优先增资权，且公司控股
股东明德控股作为中邮智递的原股东有权认购丰巢开曼的部分股份， 丰巢开曼为
公司控股股东明德控股的境外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明德控股、丰巢开曼为公司关联方，故本次公司放弃参股公司优先增资权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2020 年 5 月 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
公司优先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卫、陈飞回避表决，董事会同意公
司放弃参股公司丰巢开曼的优先增资权，同意丰巢开曼本次交易。 独立董事对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一揽子交易涉及标的公司情况
（一）丰巢开曼
1、名称：Hive� Box� Holdings� Limited
2、住所：P.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205� Cayman� Islands
3、董事：徐育斌
4、股本：HK$380,000
5、成立日期：2018 年 7 月 24 日
6、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7、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丰巢开曼为公司控股股东明德控股的境外子公司，

王卫先生是丰巢开曼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丰巢开曼为公司关联方。

8、丰巢开曼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92,428,781.29 10,799,512,333.14
负债总额 4,194,590,279.73 7,150,895,345.75
净资产 3,397,838,501.56 3,648,616,987.39

财务指标 2020 年 1 月-3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 1 月-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4,262,367.36 1,614,129,935.15
净利润 -244,908,064.25 -781,136,521.21

（二）中邮智递
1、名称：中邮智递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成都高新区仁和街 39 号 1 栋 1 层 1 号
3、法定代表人：张宝堂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22,222.2222 万元
5、成立日期：2012 年 12 月 12 日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计算机、电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

发；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凭资质许可证从事经营）；商务咨询；企
业营销策划、公共关系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气球广告
除外）；电脑图文设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不含无线广
播电视发射设备和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办公用品、家具、厨房用具、日用品、化妆
品、珠宝首饰、钟表眼镜、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皮革制品、家庭用品、玩具、乐
器、水果、水产品、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摄影服务、清洁服务；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物业管理（凭资质许可证从事经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未
取得相关行政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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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控股股东及关联关系：中邮资本持有中邮智递 50%股权。 中邮智递不是公
司关联方。

9、中邮智递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17,949,243.13 2,616,283,021.89
负债总额 2,616,584,461.42 2,655,743,973.98
净资产 -198,635,218.29 -39,460,952.09

财务指标 2020 年 1 月-3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 1 月-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0,217,238.64 429,082,840.67
净利润 -159,174,266.2 -517,277,271.05

三、本次丰巢开曼新发行股份的认购方情况
（一）中邮资本
1、 名称：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 号，甲 3 号 16 层甲 3-1601
3、 法定代表人：龚启华
4、 注册资本：778,986 万元人民币
5、 成立日期：2015 年 4 月 27 日
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8、控股股东：中邮资本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中邮资本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Dailu� Holdings� Limited
1、名称：Dailu� Holdings� Limited
2、 住所 ：Aequitas�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Ltd.,� Grand� Pavilion� Commercial�

Centre,� Suite� 24,� 802� West� Bay� Road,� P.O.� Box� 10281,� Grand� Cayman�
KY1-1003

3、董事：Bai� Xuechuan
4、股本：100 美元
5、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16 日
6、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7、 控股股东：Dailu� Holdings� Limited 是 Dailu (HK)� Limited 的全资子公司。

Dailu� Holdings� Limited 是三泰控股指定的行使其本次认股权证的子公司。
8、Dailu� Holdings� Limited 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或
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浙江驿宝
1、名称：浙江驿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直街 75 号 1 幢 101 室
3、法定代表人：刘明阳
4、 注册资本：11,500 万元人民币
5、 成立日期：2016 年 8 月 24 日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成果转让：电子商务技术、网

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装卸服务；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除新闻媒体
及网络广告）；摄影服务（除扩冲）、清洁服务、物流信息咨询；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日用百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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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控股股东：浙江驿宝是宁波驿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全资子公
司。

9、浙江驿宝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明德控股
1、名称：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2、住所：深圳市宝安区国际机场航站四路 1111 号
3、法定代表人：王卫
4、注册资本：11,34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7 年 11 月 5 日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国际货运代理；经济技术咨询，技术信息咨询；以特许经营方式从

事商业活动；经营进出口业务；投资兴办实业等。
8、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 王卫 99.90%
2 林哲莹 0.10%

明德控股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明德控股为公司关联方。

9、明德控股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单体
财务报表数据）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合并财
务报表数据）

资产总额 30,710,599,661.40 118,041,370,347.95
负债总额 26,396,688,649.20 77,682,498,147.89
净资产 4,313,911,012.20 40,358,872,200.06

财务指标 2020 年 1 月-3 月（未经审计单体财
务报表数据）

2019 年 1 月-12 月（未经审计合并财
务报表数据）

营业收入 0.00 113,378,080,122.60
净利润 422,940,002.94 2,732,095,643.40

四、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1、一揽子交易相关安排
（1）浙江驿宝拟与丰巢网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丰巢网络以人民币 2,222,222

元受让浙江驿宝持有的中邮智递 0.1%股权。
（2）中邮资本、三泰控股、浙江驿宝、明德控股、丰巢网络拟与丰巢开曼签署中

邮智递《减资协议》及丰巢开曼《认股权证授予协议》等协议，中邮智递原股东将其
持有的 99.9%中邮智递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 222,000 万元）全部减资退出，中
邮智递向减资方合计支付人民币 222,000 万元减资款、向中邮资本偿还 8.8 亿元债
务。减资后，中邮智递为丰巢网络的全资子公司。丰巢开曼授予中邮智递原股东（包
括原股东指定的子公司） 认股权证， 中邮智递原股东享有认购一定数量丰巢开曼
B-3 类普通股的权利。

（3）中邮智递原股东行使认股权证后，中邮智递原股东与丰巢开曼将签署《股
份购买协议》，中邮智递原股东将以现金方式认购丰巢开曼如下股份：

认购方 B-3 类普通股数量（股） 认购总金额

中邮资本 678,073,970 人民币 1,991,111,111 元，或等值美元

Dailu Holdings Limited 241,139,142 人民币 755,555,556 元，或等值美元

浙江驿宝 75,677,898 人民币 222,222,222 元，或等值美元

明德控股 45,406,739 人民币 133,333,333 元，或等值美元

合计 1,040,297,749 人民币 3,102,222,222 元，或等值美元

本次认购完成后，中邮智递原股东将合计持有丰巢开曼 28.68%股权。
2、本次交易前后丰巢开曼的股权结构表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明德控股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持股
主体 1,325,402,336 51.24% 1,325,402,336 36.54%

亮越有限公司 353,571,429 13.67% 353,571,429 9.75%
ESOP (含预留) 258,651,399 10.00% 258,651,399 7.13%
其他股东合计 648,888,828 25.09% 648,888,828 17.89%

中邮资本 ——— ——— 678,073,970 18.70%
Dailu Holdings Limited
（三泰控股全资子公司） ——— ——— 241,139,142 6.65%

浙江驿宝 ——— ——— 75,677,898 2.09%
明德控股 ——— ——— 45,406,739 1.25%

合计 2,586,513,992 100.00% 3,626,811,741 100.00%

本公告出现持股比例总计数与上表所加数值总和尾数不符情形的，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本次交易后，明德控股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主体合计持股 37.80%。
3、 违约条款
如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包括任何一方违反任何的

陈述、保证和承诺，则其应被视为违约方且应就其违约对非违约方造成的损失进行
赔偿，包括但不限于为减少损失所支付的费用以及合理的法律及仲裁费用。

4、 生效条款
本次一揽子交易方案涉及协议经交易各方签章， 并履行完毕各交易主体内部

审批程序及符合协议约定条件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履行的程序
本次丰巢开曼整合中邮智递事项属于定向收购行为，公司非中邮智递原股东，

不参与本次丰巢开曼新增股份认购。 本次一揽子交易的定价在参考丰巢科技 2018
年 6 月股权转让的 90 亿估值的基础上，经丰巢开曼与中邮智递原股东的友好协商
确定，过程中综合考虑了智能快递柜市场发展潜力、运营效率、双方快递格口数量
等因素。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邮智递将成为丰巢开曼的子公司，中邮智递原股东将
合计持有丰巢开曼 28.68%股权。

基于本次交易前后公司所持丰巢开曼股权稀释比例为 3.92%及丰巢开曼最近
一期经审计财务数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
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
策权限，无需提交至股东大会批准。

六、本次交易目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交易目的
本次公司放弃参股公司丰巢开曼的优先增资权， 是综合考虑本次交易对于丰

巢开曼在智能快递柜市场布局的重大影响而做出的审慎决策，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
高丰巢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公司最后一公里无接触配送战略的加速实施，增
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

2、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放弃参股公司优先增资权，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存在的风险
于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中邮智递和丰巢开曼一揽子交易事项尚未完成协议签

署，尚需履行交易主体内部相关审批程序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自 2020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明德控股及

其子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2.5 亿元（含日常关联交
易）。

连续 12 个月内，公司与明德控股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
易包括：1）因业务经营场地需要，2019 年 5 月至 9 月，公司子公司与明德控股子公
司深圳市顺商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房租租赁协议，租金合计水电等费用，交易金额约
2,300 万元。 2）2019 年公司及子公司与明德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采购物资实
际发生金额约 1.73 亿元， 超过经审议的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约 2,300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公司放弃参股公司优先增资权，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参股公司做大做强智能快递柜主业，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其定价依据公允、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其定价依据公
允、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未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本次关联交易的程
序合法有效。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资料及决策程序进行了审核，认为：本

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据市场公允
价格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放弃参股公司优先增资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上市公司放弃参股公司优先增

资权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经过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且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同意意见，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上市公司放
弃参股公司优先增资权事项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优先

增资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六日

股票代码：002759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7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深圳市兴创源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3 日收到股东深圳市兴创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创

源投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公司根据《告知函》披露
了《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期限届满及继续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以
下简称“《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 近日，经兴创源投资告知，由于其
统计疏忽，减持股份数量出现错误，现对《预披露公告》予以更正，具体如下：

更正前：
特别提示：
1、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19-039），兴创源投资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本次减
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兴创源投资本次减持计划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515,35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6255%。

更正后：
特别提示：
1、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19-039），兴创源投资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本次减
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兴创源投资本次减持计划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512,35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6247%。

更正前：
1、兴创源投资减持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
均价

减持股数
（股）

减持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兴创源投资
集中竞价 2019.8.1-2020.1.31 10.53 2,515,350 0.6255%

合计 10.53 2,515,350 0.6255%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兴创源投资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002,154 7.96% 29,486,804 7.3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32,002,154 7.96% 29,486,804 7.33%
更正后：
1、兴创源投资减持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
均价

减持股数
（股）

减持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兴创源投资
集中竞价 2019.8.1-2020.1.31 10.53 2,512,350 0.6247%

合计 10.53 2,512,350 0.6247%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兴创源投资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002,154 7.96% 29,489,804 7.3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32,002,154 7.96% 29,489,804 7.33%
除上述更正外，《预披露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及股东兴创源投资对本次

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股票代码：002759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8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深圳市兴创源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期限届满及继续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 2020-007），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市兴创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兴创源投资”）计划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不超
过 8,000,00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9893%）。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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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关规定，在减持区间内，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兴创源投资减
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实施时间过半，现将其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深圳市兴创源
投资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20/2/4-
2020/4/30 7.6 50,000 0.012%

合计 -- -- 50,000 0.012%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深圳市兴创源
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29,489,804 7.33% 29,439,804 7.3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29,489,804 7.33% 29,439,804 7.32%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兴创源投资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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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相关承诺。

2、公司将继续关注兴创源投资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兴创源投资出具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0-041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展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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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
司控股股东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益生物”）的通知，东益生物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质押展期，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 《通知》 所述， 截止 2020 年 4 月 30 日东益生物持有东诚药业股票
124,888,049 股，累计质押 48,812,696 股，累计质押股份占所持股份总数的 39.09%，
股权质押风险总体可控，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一、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展期后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展期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东益 是

13,046,298 2017 年 4 月 17
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

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10.45%

融资
需

求

1,173,300 2018 年 4 月 2 日 0.94%

12,792,198 2017 年 4 月 21
日 10.24%

1,150,900 2018 年 4 月 4 日 0.92%
合计 - 28,162,696 - - - 22.55% -

二、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东益生物持有本公司 124,888,049 股（全部为无

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15.57%；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48,812,696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6.08%。

公司控股股东东益生物的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
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东益生物的质押情况， 并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0-040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引进前列腺癌显像诊断核药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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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 10 月 31 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诚药业”或

“公司”）披露了《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10 月 31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102）。 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后，经过与北京肿瘤医院的沟通协
商，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
科”）， 引进北京肿瘤医院用于检测前列腺癌诊断药物的事项达成协议， 并于 2020
年 5 月 5 日正式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公司将获得 18FAL-PSMA-BCH-ZL 分子
探针产品（以下简称“目标产品”）在全球的专利、临床开发与注册、生产和市场销售
的独家权利。

根据相关规定，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引进产品基本信息
前列腺癌是一种发自前列腺的恶性肿瘤，大多数前列腺癌生长速度较为缓慢，

前列腺癌早期症状并不明显。 癌细胞可转移到骨头和淋巴结等部位，晚期可导致排
尿困难、尿血、背痛、骨盆疼痛等症状。 据相关报道，前列腺癌是全球男性第二大常
见的肿瘤类型，仅次于肺癌，在男性癌症患者中，前列腺癌死亡率位居第二位。近几
年，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生活方式与饮食结构的改变等原因，我国前列腺癌发病
率也呈现了明显上升趋势。据相关研究发现，前列腺癌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局灶性
病变五年生存率接近 100%，因此早期诊断对于提升前列腺癌患者生存率具有重要
的意义。

由于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在前列腺癌表面具有特异性高表达的特点，
使其在前列腺癌分子影像学及靶向治疗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特别是核
素标记的 PSMA 小分子抑制剂已在前列腺癌的分子影像学诊断方面显示出较好的
临床应用前景。 目标产品特异性靶向 PSMA， 对前列腺癌具有很好的显像效果，
主要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诊断、分期、预后、疗效评估、复发监测及指导核素靶向
治疗等方面，相比于传统的前脸腺癌诊断方式具有：标记步骤简单、时间短、标记率
较高、空间分辨率高、精准率高等优势，该产品已在北京肿瘤医院进行 700 余例临
床试验，安全性、有效性已得到充分验证，目前已成为前列腺癌诊断、筛查及手术前
的常规检查之一。

二、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作方
1、甲方
安迪科系公司的核药平台，亦是国内放射性药物的领军企业，具备已上市的核

药产品以及丰富的核药生产和商业化管理经验。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安迪科拟进
一步在核医药领域布局加大投资力度，强化在核药领域的研发管线。

2、乙方

北京肿瘤医院是集医、教、研、防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
是国家临床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肿瘤科、病理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单位，
在多种常见肿瘤诊治方面处于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 在核医学科方面亦具备核
药产品的研发优势。 乙方拥有 18FAl-PSMA-BCH-ZL 分子探针产品的相关专利权
利（以下简称“目标专利”）及相关技术（以下简称“目标技术”）。

（二）共同开发合作方式与内容
1、技术转让内容、范围和要求
乙方同意向甲方独家转让目标技术和目标专利项下全球范围内的全部权利、

权属和权益， 包括目标技术和目标专利用于所有诊断、 治疗领域和适应症中的权
利、权属和利益。 转让完成后，甲方拥有目标产品在全球的专利、临床开发与注册、
生产和市场销售的独家权利。

目标产品获得上市许可之后， 乙方进行临床诊断或科学研究需要使用目标产
品时，应向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包括甲方的关联公司）进行定向独家采购，由
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向乙方供应目标产品。 届时采购双
方将另行签署供应协议，规定目标产品供应的具体条款和条件。

2、责任与义务
甲方将全权负责和主导目标产品的开发和注册， 全权控制并决定与目标产品

生产和商业化有关的各项活动。
乙方需就目标产品的专利转让、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申请、临床试验、生产批

文 / 上市许可申请等关键环节向甲方提供协助， 包括进行资料准备， 提供资源支
持、技术支持与辅导，协助甲方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尽快推进项目进展，并在目
标产品上市前后，积极协助甲方进行目标产品的学术推广与培训。

（三）财务条款及支付方式
作为乙方向甲方转让目标技术和目标专利的对价， 甲方需支付项目经费总计

为人民币 2500 万元，支付方式严格按照专利转让、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申请、临
床试验、生产批文 / 上市许可申请等关键里程碑节点及合同约定的比例支付。

三、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公司通过与北京肿瘤医院的技术合作， 获取其在前列腺癌相关药物开发方面

的研发优势， 引进对方产品专利及在全球范围内的临床开发、 生产和市场销售权
益，对公司短期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但长期来看有助于公司增加核素药物
产品的经营种类，丰富产品管线，拓宽收入和利润来源，完善精准医疗服务体系，符
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
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存在产品开发风险。 此外，药
品上市后销售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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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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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通过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2020 年 5 月 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董事 12 名，实际参与董事 12 名。 会议由董事长王卫
先生主持，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充分讨论和审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优
先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支持参股公司做大做强智能快递柜主业，整合行业优质资源，快速抢占快
递物流最后一公里的优势区位，向快递员和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增强公司
核心竞争力， 董事会同意公司放弃参股公司 Hive� Box� Holdings� Limited 的优先增

资权，同意 Hive� Box� Holdings� Limited 本次一揽子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优先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8）。

本议案关联董事王卫、陈飞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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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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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通过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2020 年 5 月 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监事 5 名，实际参与监事 5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
逊先生主持，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充分讨论和审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优先增
资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放弃参股公司
优先增资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优先增
资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年五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