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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事宜的进展公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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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 福建立亚化学有限公司、上海紫华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合计金额：5,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授
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 2020 年度计划为所属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包含共用额度）的连带责任担保，为全资子公司及
二级全资子公司与其供应商之间的业务交易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连带责
任担保。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0-012 号”公告。

一、担保进展的情况

2020 年 7 月 1 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
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福建立亚化学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 3,000 万
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

2020 年 7 月 2 日， 为保证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上海紫华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的业务需求，公司为其与供应商的业务交易中所产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最
高担保额为 2,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自公司担保函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玖亿陆仟陆佰万元， 占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 30.37%，无逾期担保。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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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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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 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陈婉霞女士持有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 1,993,34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44�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陈婉霞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

493,3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
2020 年 7 月 2 日，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董

事兼高级管理人员陈婉霞女士的减持实施结果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婉霞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1,993,340 0.44% IPO 前取得：980,336 股

其他方式取得：1,013,004 股

注： 陈婉霞女士其他方式取得是 2016 年度进行权益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所得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
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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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婉霞 493,340 0.11
%

20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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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
竞价
交易

26.77－29.90 14,186,05
1.79 已完成 1,500,0

00
0.33
%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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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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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及金额：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全资子企业 WuXi� PharmaTech� Healthcare� Fund� I� L.P.（以下简称“WuXi� Fund� I”）
拟投资 Nextech� VI� Oncology� SCSp（以下简称“Nextech”），投资金额为 300 万美元，
拟投资 Biospring� Partners� Fund,� L.P.�（以下简称“Biospring”），投资金额为 500 万美
元。

投资风险分析：Nextech 及 Biospring 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 宏观经
济、 投资标的产品开发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
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

一、投资概述
北京时间 2020 年 7 月 1 日， 本公司全资子企业 WuXi� Fund� I 与 Nextech� VI�

GP� S.à r.l.签署 Subscription� Agreement（以下简称“Nextech 认购协议”），约定由
WuXi� Fund� I 认缴 Nextech 的 300 万美元份额（以下简称“Nextech 投资”），约占已
募集 Nextech 份额的 0.9%。

北京时间 2020 年 7 月 2 日， 本公司全资子企业 WuXi� Fund� I 与 Biospring、
Biospring� Partners� Fund� GP,� LLC 签署 Subscription� Agreement（以下简称“Biospring
认购协议”）， 约定由 WuXi� Fund� I 认缴 Biospring 的 500 万美元份额（以下简称
“Biospring 投资”），约占已募集 Biospring 份额的 27.5%。

截至本公告日，WuXi� Fund� I 尚未支付上述投资款，后续 WuXi� Fund� I 将以自
有资金根据合伙协议的要求履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上述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投资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二、Nextech 的基本情况
（一）Nextech 的基本情况
1、名称：Nextech� VI� Oncology� SCSp
2、基金规模：Nextech 预计募集总额为 3.5 亿美元，WuXi� Fund� I 本次认缴 300

万美元后，Nextech 已募集 336,785,000 美元。
3、成立背景：Nextech 为一家依据卢森堡法律成立的特殊有限合伙企业，主要

专注于对肿瘤治疗及与之相关领域的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与股权相关的投资、债券
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投资。

4、投资人及投资比例、资金来源和出资进度
北京时间 2020 年 7 月 1 日，WuXi� Fund� I 签署 Nextech 认购协议， 认缴 300 万

美元的 Nextech 份额， 约占已募集 Nextech 份额的 0.9%。 截至本公告日，WuXi�
Fund� I 尚未支付投资款，后续 WuXi� Fund� I 将以自有资金根据合伙协议的要求履
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5、存续期间
Nextech 的预计存续期限为自最终交割日起 8 年， 在获得持有 Nextech 以及普

通合伙人成立的平行基金已认缴的基金份额总额半数以上的 Nextech 有限合伙人
和平行基金有限合伙人的同意下， 普通合伙人有权为实现有序清算而至多延长
Nextech 的存续期限连续两次，每次延长一年。

6、登记批准情况
经合理确认，Nextech 本身属于不受监管的卢森堡特殊有限合伙企业， 其属于

另类投资基金， 由 Lemanik� Asset� Management� S.A. 进行管理 。 Lemanik� Asset�
Management� S.A.，即 AIFM，系一家根据卢森堡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卢森
堡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相关法律和卢森堡金融监管委员会（CSSF）相关规定（合称
“AIFM 法律”），授权管理另类投资基金，并由卢森堡金融监管委员会监管。

7、近一年经营状况
由于 Nextech 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在卢森堡商业和社会登记局登记注册， 暂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经营状况统计。
（二）Nextech 的管理模式
1、管理及决策机制
Nextech 的组织形式为依据卢森堡法律设立的特殊有限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

应确保 Nextech 由 AIFM，或由普通合伙人在普通合伙人、平行基金普通合伙人、投
资组合管理人及其各自的关联方、合伙人、管理人、成员、股东、管理人员、雇员中委
派一名担任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在普通合伙人的监管和授权下，与 Nextech 签订
管理协议，并按照 AIFM 法律进行管理和运营。 在 Nextech� Invest� AG（即投资组
合管理人， 系一家根据瑞士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
（FINMA）的相关批准后，AIFM 将委托 Nextech� Invest� AG 作为投资组合管理人，管
理 Nextech 所投资的投资组合。

普通合伙人有权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成员均由普通合伙人从
Nextech 的有限合伙人、平行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联接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及其各自
的代表中选定，咨询委员会成员不得包括普通合伙人、AIFM、投资组合管理人或其
各自的关联方、合伙人、股东、管理人、成员、董事、雇员、代表、代理、投资人等。咨询
委员会有权就利益冲突和与 Nextech 有关的其他事项，向普通合伙人或投资组合管
理人提供建议和咨询，审批利益冲突方和 Nextech 所投资的投资组合之间的交易等
事项。

（1）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和投资组合管理人
于本公告日，Nextech 的普通合伙人为 Nextech� VI� GP� S.à r.l.， 管理人为

Lemanik� Asset� Management� S.A.，二者均为根据卢森堡法律成立的实体；Nextech 的
投资组合管理人为 Nextech� Invest� AG，为根据瑞士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管理人员：

Thilo� Schroeder 博士于 2012 年加入 Nextech� Invest� Ltd.。 此前，Thilo� Schroeder
博士从事有关作为特定蛋白抑制剂的预设计锚蛋白重复蛋白（DARPins）的研究工
作。 Micromet� Ltd.的实习经历以及在悉尼大学的学习使他获得了分子生物学方面
的 专 业 知 识 。 Thilo� Schroeder 博 士 目 前 是 Silverback� Therapeutics、Revolution�
Medicines、Circle� Pharma、MOMA� Therapeutics 的董事会成员以及 Black� Diamond�
Therapeutics 的董事会观察员。 他曾是 Blueprint� Medicines、IDEAYA� Biosciences 和
Peloton� Therapeutics 的董事会成员。 Thilo� Schroeder 博士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获得生
物化学博士学位，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生物技术高等学院获得生物技术硕士学位，并
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

Jakob� Loven 博士于 2017 年加入 Nextech� Invest� Ltd.担任合伙人。 Jakob� Loven
博士是一位专注于肿瘤领域的企业家和生命科学领域的风险投资家， 他在创建早
期生物技术公司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其参与创建的公司包括 Relay� Therapeutics 和
Syros� Pharmaceuticals。 Jakob� Loven 博 士 目 前 担 任 A2� Biotherapeutics，Vividion�
Therapeutics，Arrakis� Therapeutics，Kronos� Bio 的董事会成员以及 Kinnate� Biopharma
的 董 事 会 观 察 员 。 他 曾 是 Turning� Point� Therapeutics、Arvinas� Therapeutics 和
Autolus� Therapeutics� 的董事会观察员。 Jakob� Loven 博士在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专攻肿瘤），并在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获得生物医学科学
专业的学士学位。

经合理确认，Nextech 的普通合伙人、 管理人和投资组合管理人与本公司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亦无增持本公司股
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
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普通合伙人未在 Nextech 认缴基金份额，而是由其作为管理普
通合伙人所管理的 Nextech� VI� Carry� SCSp（一家根据卢森堡法律成立的特殊有限
合伙企业， 以下简称“特别有限合伙人”） 认缴 Nextech 的基金份额， 认缴金额为
4,400,000 美元，占 Nextech 已募集份额的比例约为 1.3%，特别有限合伙人已支付投
资款 210,516.99 美元，后续将继续根据合伙协议履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2）有限合伙人
截至北京时间 2020 年 7 月 1 日 Nextech 投资完成后，包括 WuXi� Fund� I、特别

有限合伙人在内的认缴 Nextech 份额的有限合伙人共计 89 名， 各合伙人及其认缴
的基金份额详情请见下表：

合伙人 认缴金额
（美元）

认缴金额占 Nextech 的份
额比例

特别有限合伙人 4,400,000 1.3%

其他有限合伙人
WuXi Fund I 3,000,000 0.9%
其他投资者 329,385,000 97.8%

合计 336,785,000 100%
截至本公告日，Nextech 的有限合伙人已支付投资款 21,218,849.03 美元。 后续

各有限合伙人将继续根据合伙协议履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经合理确认，Nextech 的有限合伙人（WuXi� Fund� I 除外）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
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2、各投资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1）认缴基金份额、获取投资回报或承担相应的亏损；
（2）各投资人应当根据 Nextech 的投资安排，按照认缴的 Nextech 份额履行相应

投资款支付义务。
3、管理费、业绩报酬及利润分配安排
（1）管理费：自生效日期（即投资组合管理人决定其开始选定并调查新的投资

机会之日）起至以下日期中的较早者：（i）投资期届满之日；或（ii）与 Nextech 投资目
的相同的后续基金开始收取管理费（或同等费用）的日期，按照 Nextech 的非关联合
伙人（即关联合伙人以外的其他合伙人，其中某一合伙人是否为关联合伙人系由普
通合伙人经该合伙人同意后予以认定）认缴的 Nextech 投资份额总额乘以年化费率
2.0%计算。 此后，直到最终清算分配之前，管理费将按照 Nextech 的非关联合伙人
所对应的未实现投资项目的总投资成本乘以 2.0%计算。 管理费每季度预付一次。

（2）业绩报酬及利润分配安排：就任何已实现投资收益的分配，应在各合伙人
之间根据其对应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就应分配给每一个关联合伙人的收益，应分配
给该关联合伙人。 就应分配给其他有限合伙人的收益，在扣除管理费等费用后，将
按照以下规则在该有限合伙人与特别有限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i） 首先，100%分
配给该有限合伙人， 直至其累计收到的金额等于该有限合伙人的总出资额为止；
（ii）其次，10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直至其收到相当于其总出资额按照每年内部
回报率为 8％（年复利）计算所得的优先回报；（iii）第三，100％分配给特别有限合伙
人，直到特别有限合伙人收到相当于向（ii） 和（iii）中提到的有限合伙人和特别有
限合伙人进行的所有分配总额的 20％，作为收益分成；（iv）此后，该有限合伙人和
特别有限合伙人按照 80％和 20％的比例分配。

（三）Nextech 的投资模式
1、拟投资领域
Nextech 主要专注于对肿瘤治疗及与之相关领域的公司进行投资。
2、投资项目和计划
Nextech 计划投资约 12 家公司。
3、盈利模式
除去管理费等后的可分配的资产增值收益。
4、退出机制
Nextech 可以在存续期届满前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分配。Nextech 在存续期

届满或提前终止后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清算。

三、Biospring 的基本情况
（一）Biospring 的基本情况
1、名称：Biospring� Partners� Fund,� L.P.
2、 基金规模：Biospring 预计募集总额不超过 2.5 亿美元，WuXi� Fund� I 本次认

缴 500 万美元后，Biospring 已募集 18,150,000 美元。
3、 成立背景：Biospring 为一家依据美国特拉华州法律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主

要专注于对在北美和英国开展业务的技术赋能型生命科学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及与
股权相关的投资，该等公司主要面向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和学术界，侧重开展
服务、工具和企业软件方面的业务。 Biospring 也会对该等公司的债券进行投资。

4、投资人及投资比例、资金来源和出资进度
北京时间 2020 年 7 月 2 日，WuXi� Fund� I 签署 Biospring 认购协议，认缴 500 万

美元的 Biospring 份额， 约占已募集 Biospring 份额的 27.5%。 截至本公告日，WuXi�
Fund� I 尚未支付投资款，后续 WuXi� Fund� I 将以自有资金根据合伙协议的要求履
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5、存续期间
Biospring 的预计存续期限为自向特拉华州州务卿提交有限合伙证书之日起至

最终交割日的第 10 个周年日，普通合伙人有权自行决定延长 Biospring 的存续期限
一年，并经咨询委员会的同意后有权额外延长 Biospring 的存续期限两次，每次延长
一年。

6、登记批准情况
经合理确认，Biospring 本身无需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登记，Biospring 的

管理人已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启动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登记为豁免报告顾
问（exempt� reporting� adviser）的相关手续，预计将于 Biospring 开始运作后 90 日内完
成登记手续。

7、近一年经营状况
由于 Biospring 成立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暂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经营状况统

计。
（二）Biospring 的管理模式
1、管理及决策机制
Biospring 的组织形式为依据特拉华州法律设立的有限合伙，由普通合伙人承担

管理和运营职责。 普通合伙人有权代表 Biospring 与管理人签订合同，授权管理人管
理基金，该等授权并不免除普通合伙人的管理职责。

普通合伙人有权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成员均由普通合伙人选定，
前提是普通合伙人应确保所有咨询委员会成员均为 Biospring 的有限合伙人的代
表，或普通合伙人成立的平行基金投资人的代表，不得包括普通合伙人、管理人或
其关联方的合伙人、成员、董事、管理人员、雇员等。 咨询委员会成员数量可由普通
合伙人调整，但不得少于三人。 普通合伙人还有权委派无投票权的观察员参加咨询
委员会会议。 咨询委员会有权代表有限合伙人对普通合伙人向其提交的普通合伙
人或其任何雇员、 关联公司与 Biospring 发生的任何交易或关系中的主要利益冲突
进行审阅和批准。

（1）普通合伙人和管理人
于本公告日，Biospring 的普通合伙人为 Biospring� Partners� Fund� GP,� LLC，管理

人为 Biospring� Management� Partners,� L.P.， 二者均为根据特拉华州法律成立的实
体。

Biospring 由 Michelle� Dipp 博士和 Jennifer� Lum 女士作为共同创始人和合伙人
创建。

Michelle� Dipp 博士在生命科学领域拥有超过十年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经
验。 在联合创立 Biospring� Capital 之前， 她曾是 General� Atlantic 的董事总经理和
Longwood� Fund 的联合创始人。 Michelle� Dipp 博士曾担任 Axial� Biotherapeutics 的董
事长，OvaScience 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Ginkgo� BioWorks 的董事会观察员， 以及
PathAI 和 Immunocore 的董事会成员。 她还曾担任葛兰素史克的外部药物发现卓越
中心（CEEDD）的高级副总裁，Sirtris� Pharmaceuticals 企业发展副总裁。 Michelle� Dipp
博士拥有牛津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学士学位和外科学士学位， 以及牛津大学的人类
生理学博士学位。

Jennifer� Lum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技术行业企业家、 投资者。 她共同参与创立了
多家公司，并投资了三十多家初创公司。 她在技术行业拥有超过二十年的经验，并
在孵化、募资、发展和并购方面与多家公司合作。 她还曾担任过多家金融服务和技
术公司的管理顾问。 Jennifer� Lum 曾在多伦多大学攻读人类生物学学位。

经合理确认，Biospring 的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
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
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 普通合伙人在 Biospring 的认缴金额约为 500 万美元，占
Biospring 已募集份额的比例约为 11%，普通合伙人暂未支付投资款，后续将继续根
据合伙协议履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2）有限合伙人
截至北京时间 2020 年 7 月 2 日 Biospring 投资完成后，包括 WuXi� Fund� I 在内

的认缴 Biospring 份额的有限合伙人共计 10 名，各合伙人及其认缴的基金份额详情
请见下表：

合伙人 认缴金额
（美元）

认缴金额占 Biospring 的份
额比例

普通合伙人 5,000,000 27.5%

有限合伙人
WuXi Fund I 5,000,000 27.5%
其他投资者 8,150,000 45%

合计 18,150,000 100%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 Biospring 的有限合伙人均未支付投资款。 后续各有限合伙
人将继续根据合伙协议履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经合理确认，Biospring 的有限合伙人（WuXi� Fund� I 除外）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
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2、各投资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1）认缴基金份额、获取投资回报或承担相应的亏损；
（2）各投资人应当根据 Biospring 的投资安排，按照认缴的 Biospring 份额履行相

应投资款支付义务。
3、管理费、业绩报酬及利润分配安排
（1）管理费：Biospring 将每季度向管理人预付管理费：自首次交割日起至最终交

割日的第五个周年日，按照全体合伙人认缴总额乘以年化费率 2.5%计算；自最终交
割日的第五个周年日起往后每一个周年日， 管理费率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逐年递减
0.25%，但不得低于 1.0%。

（2）业绩报酬及利润分配安排：就任何已实现投资收益的分配，应在各合伙人
之间根据其对应出资额进行分配。 就应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的收益，应全部分配给普
通合伙人。 就应分配给每一个有限合伙人的收益，将按照以下规则在该有限合伙人
与普通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首先，10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直到该有限合伙人
收回用于该已实现收益的投资项目的出资额和相关费用（包括管理费）为止。 此后，
该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分别按 80%和 20%的比例进行分配。

（三）Biospring 的投资模式
1、拟投资领域
Biospring 主要专注于对在北美和英国开展业务的技术赋能型生命科学公司进

行股权投资及与股权相关的投资，该等公司主要面向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和学
术界，侧重开展服务、工具和企业软件方面的业务。 Biospring 也会对该等公司的债
券进行投资。

2、投资项目和计划
Biospring 计划投资约 10~12 家公司，其中大多数为已产生收入的公司。
3、盈利模式
除去管理费等后的可分配的资产增值收益。
4、退出机制
Biospring 可以在存续期届满前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分配。 Biospring 在存续

期届满或提前终止后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清算。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一）Nextech 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Nextech 将主要投资肿瘤治疗及与之相关领域的公司。 本公司认为其管理团队

在生命科学领域，尤其是肿瘤治疗领域，有着广泛的行业资源和丰富的投资经验，
这将有助于其发掘优秀的创新成果和投资标的， 验证相关投资机会背后的技术可
行性。 本公司以较低比例投资 Nextech 作为其有限合伙人，有助于本公司获取风险
投资收益的同时，增进本公司对肿瘤相关领域发展动态的了解，进一步深耕并发掘
肿瘤相关领域的合作机会，并支持本公司的相关业务的拓展。 本公司在保证日常经
营发展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参与认缴 Nextech 份额，本次投资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Biospring 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Biospring 将主要投资面向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和学术界的技术赋能型生命

科学公司，该等公司侧重开展服务、工具和企业软件方面的业务。 目前由于新技术
（例如软件和人工智能）已被运用于药物发现和研发等过程，本公司认为，面向制药
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和学术界的技术赋能型公司，通过提供相关服务、工具和企业
软件等方式，为各类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赋能，可以令药物发现和研发更为高
效和安全。 此外，此类技术赋能型公司不仅可以向大型制药公司提供服务，还可以
向小型生物技术公司提供服务，客户范围广泛而多样；此类技术赋能型公司所专注
的是研发所需的服务和工具，而非某款药物的适应症和疗效；因此，相较于投资专
注于某款药物疗效的生物技术公司，投资此类技术赋能型公司的风险相对较低。 除
此之外，Biospring 的管理团队在生命科学和科技领域丰富的投资经验、 创业经验有
助于其发掘该领域优秀的创新成果。 本公司以较低比例投资 Biospring 作为其有限
合伙人， 一方面有望使本公司获得风险投资相关的财务收益； 另一方面，Biospring
的拟投资标的与本公司存在潜在的业务协同效应。 本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发展所
需资金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参与认缴 Biospring 份额，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分析
（一）Nextech 及 Biospring 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投资标

的产品开发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
有效退出的风险。 针对主要的投资风险，WuXi� Fund� I 将会及时了解 Nextech 及
Biospring 的运作情况、关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督促 Nextech 及 Biospring 的普通合
伙人及管理人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尽力维护投资资金的安全。

（二）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
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及相关法规要求，按分阶段披露原则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重大
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0-055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古乐片获得Ⅱ、Ⅲ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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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年 7 月 1 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研发的金古
乐片取得了Ⅱ、Ⅲ期临床研究总结报告。 为保证所有投资者获取信息的公平、准确、
完整，并及时了解公司经营动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七号———医药制造》相关规定，公司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金古乐片
剂型：片剂
申报阶段：Ⅲ期临床总结
批件号： 2009L00476
获得临床批复时间：2009 年 1 月 16 日
累计研发支出：约 444.18 万元人民币
二、药物研究其他情况
金古乐片的处方为公司收集的临床效验方 , 在医院及民间应用已有近 20 年历

史。 该处方针对骨关节炎局部疼痛、活动不利的病因病机组方，具有活血舒筋，通脉
止痛，补肾健骨之功效，主要适应于骨性关节炎筋脉瘀滞，症见关节疼痛、肿胀，活
动不利，肢体麻木，腰膝酸痛等。 其临床特点在于对骨关节炎患者关节疼痛及功能

障碍有较快的改善效应，且疗效较为稳定。
公司于 2009 年 1 月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金古乐片临床试验批

件。 2009 年 5 月 6 日，通过组长单位（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查，正式取得伦理批件。 2009 年 5 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家启动了该
项目的Ⅱ期临床试验并接受病例入组，2012 年 10 月， 启动该项目的Ⅲ期临床试验
并接受病例入组。该项目在湖南、天津、江西、贵州、辽宁、上海、黑龙江、江苏的 8 家
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陆续开展了临床试验工作，2014 年 1 月最后一个受试者结
束随访。 2015 年 7 月，该项目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
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2015 年第 117 号）》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发布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现场核查要点的公告（2015 年第 228 号）》的要求展开全
面自查工作；2020 年 7 月 1 日，取得了Ⅱ、Ⅲ临床试验总结报告。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尚未有其它企业取得该

产品的生产批件。
四、临床研究结果主要数据及结论
依据临床研究总结报告，金古乐片Ⅱ、Ⅲ期临床研究结果的主要数据及结论如

下：
1、金古乐片Ⅱ期结论

剂量 1 组（低剂量）总显效率为 44.66%，总有效率为 86.41%；剂量 2 组（高剂量）
总显效率为 45.37%，总有效率为 85.19%；安慰剂组总显效率为 5.5%，总有效率为
23.85%。 三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剂量 1 组与安慰剂组及剂量 2 组与安慰剂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剂量 1 组与剂量 2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金古乐片对骨关节炎均有较好的疗效，两个试验组（高剂量和中剂量组）均明
显优于安慰剂组；安全性评价中未观察到该药物具有不良反应，亦未观察到与药物
相关的安全性指标的异常变化。

2、金古乐片Ⅲ期结论
治疗后， 试验第 7 天、14 天及试验结束后两组受试者 WOMAC 疼痛积分均较

疗前明显下降（P=0.0000）； 治疗结束时试验组 WOMAC 疼痛积分下降 33.02� ±
13.62 分，对照组下降 11.41� ±9.23 分，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0）。

金古乐片对于膝骨关节炎（筋脉瘀滞证）所致局部疼痛，关节僵硬，日常活动不
利受限，局部肿胀，压痛等症状具有良好改善作用，在试验过程中，试验药物不良反
应发生率与安慰剂比较无明显差异，服用较安全。

3、主要结论
基于药物的组成、作用、药效学的研究以及Ⅱ、Ⅲ期临床试验结果，金古乐片对

于膝骨关节炎（筋脉瘀滞证）所致局部疼痛，关节僵硬，日常活动不利受限，局部肿
胀，压痛等症状具有良好的改善作用;在试验过程中，试验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安

慰剂比较无明显差异，服用将安全，建议注册。
该药的临床推荐方法为口服，4 片 / 次，3 次 / 日，建议申请注册。
4、该项目的后续主要工作情况
公司将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相关药品注册法规，继续推进向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申报《药品注册批件》的相关工作。
五、主要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

品从研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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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金古乐片仅完成Ⅱ、Ⅲ期临床试验，尚需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项
目申报注册，可能存在由于项目本身、申报材料质量无法达到评审要求而导致的研
究失败、发补、退审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该项目的后续进展，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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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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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9 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8 － 2020/7/9 2020/7/9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19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90,500,00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19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50,195,00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8 － 2020/7/9 2020/7/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有限公司、电子工

业出版社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
放。

3.扣税说明
（1）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5]� 101 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对于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现金红利扣税说明如
下：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实际税负为 20%；持股
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在 1 年以上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规定，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QFII），QFII 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应当按照企业所
得税法规定缴纳 10%的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171 元。 如果
是股息、红利，则由派发股息、红利的企业代扣代缴；如果是利息，则由企业在支付

或到期应支付时代扣代缴。QFII 取得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 号）相关规定，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交所
上市 A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结算提供
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 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
化征税政策，由上市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0.171 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
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
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0.19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4010643
联系邮箱：investor@mail.sciencep.com
特此公告。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