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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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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 年 5
月 11日召开的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 402,447,500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7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841,607.50 元，不送红股，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2、公司股本总额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2,447,5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17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0.153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34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17 元；持股
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5月 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6月 1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年 5月 3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6 月 1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建材城西路金燕龙办公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陈碧琳
咨询电话：010-82939940
传真电话：010-82932240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时间安排文件；
2、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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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黎活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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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黎
活明先生自 2021年 2月 26日起 3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万元，不
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2021年 5月 25日，公司收到黎活明先生的告知函，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
届满并已实施完毕。 在增持期限内，黎活明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 60,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5%，
增持金额合计 1,319,500 元（不含交易手续费），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黎活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
份 90,309,5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4%。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黎活明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黎活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90,248,6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2%，

其一致行动人陈琼女士持有 66,978,3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4%，天津田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 10,610,1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天津乐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 9,670,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40%，天津人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9,640,275
股，占公司总股本 2.40%，天津合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9,487,873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36%，天津地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8,451,3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0%，
黎活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205,087,4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96%。

3、黎活明先生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 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4、黎活明先生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 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公司价值的认可，增强投资者

信心。
2、本次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21年 2月 26日起未来 3个月内完成(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的，增持计
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4、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5、资金来源：增持资金由增持人自筹取得。
6、本次增持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增持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在法

定的锁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2月 26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
告》。

三、 增持计划的实施完成情况
2021年 5月 25日，公司收到黎活明先生的告知函，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并已实施完毕。
黎活明先生于 2021年 2月 26日至 2021年 5月 25日期间，增持本公司股份 60,9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15%，增持金额合计 1,319,500元（不含交易手续费）。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黎活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90,248,6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2%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黎活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90,309,5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4%。
四、 律师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黎活明先生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发表法

律意见：
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向所

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的情形，并已履行现阶段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增持人本次增持符合《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2、黎活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
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3、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

4、本次增持行为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黎活明先生关于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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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因岗位调整辞任的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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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白斯日

古楞女士的书面辞任报告，白斯日古楞女士因工作岗位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白斯
日古楞女士的辞任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任后，白斯日古楞女士仍在公司任职，担任公司
投融资与合规部负责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白斯日古楞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白斯日古楞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勤勉尽职，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
对白斯日古楞女士任职证券事务代表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
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6 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传智播客
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增持股份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1）第 384号
致：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传智教育”或“公司”）之委托，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黎活明先生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起至
2021年 5月 25日止（以下简称“增持期间”）增持公司股份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增持”），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收购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就本次增持事宜履行报备及信息披露义务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一、 关于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一）增持人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的增持人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增持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具有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增持人基本情况如下：
黎活明，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43080219800830****。
（二）增持人不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根据增持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

如下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 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 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

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实

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 关于本次增持的情况
（一）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黎活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90,248,6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2%，其

一致行动人陈琼女士持有 66,978,33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4%， 天津田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 10,610,1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天津乐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 9,670,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40%，天津人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9,640,275
股，占公司总股本 2.40%，天津合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9,487,873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36%，天津地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8,451,3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0%，
黎活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205,087,4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96%。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内容
2021年 2月 26日，传智教育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增持计

划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公司价值的认可，增强投资者

信心。
2、本次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21年 2月 26日起未来 3个月内完成(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的，增持计
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4、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5、资金来源：增持资金由增持人自筹取得。
6、本次增持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增持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在法

定的锁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
根据增持人提供的资料，截至 2021 年 5 月 25 日，传智教育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黎活明先生承诺的
增持期限已经届满，本次增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在增持期限内，黎活明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 60,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5%，增持金额合计 1,319,500 元（不含交易手续费），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
后，黎活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90,309,5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4%。

（四）根据增持人确认并经查验传智教育公开披露信息，自本次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至本次增持
计划实施完毕之日止，增持人未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不存在通过实施本次增持计划进行内幕交易
或进行市场操纵的行为。 根据增持人确认并经查验，本次增持之日前六个月内，增持人不存在减持公
司股份的情形，不存在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的情形。

三、 本次增持行为属于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情形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的，可
以免于向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经核查，本次增持前，黎活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205,087,405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50.96%。增持人本次增持后，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205,148,30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98%，社会公众持股数量仍然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按照《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免于向全体股东发出收
购要约。

四、 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传智教育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的公告》，对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传智教育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收购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属于《收购办法》规定

的免于向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的情形，并已履行现阶段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增持人本次增持
符合《证券法》、《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崔成立 赵玉婷

江苏博云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博云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博云”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45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501号）。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江苏博云” ，股
票代码为“30100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1,456.6667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55.88元/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456.6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9.9989%，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500股的余股167股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5月24日 （T+2日）结

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544,35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12,738,389.7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2,14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37,630.2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
为22,148股，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500股的余股为167股，两者合
计为22,315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2,315股，包
销金额为1,246,962.2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
行数量的比例为0.15%。

2021年5月26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0639435、021-2063943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博云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6日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崧盛股份”、“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２３，６３０，０００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５４５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３，６３０，０００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８．７１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１８１，５００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６，８９５，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７３４，５００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２３，６３０，０００股，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５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崧盛股份”股票６，７３４，５００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７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７日 （Ｔ＋２日）１６：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
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
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
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主板、深交所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
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
科创板、上交所主板、深交所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８３４，２９７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７３，４４０，５８４，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４６，８８１，１６９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４６８８１１６９。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９０５．１２８００倍，高于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２０％（４，７２６，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１６９，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６０，５００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４８．５０％。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５６０５１３２８％，
申购倍数为６，４０８．１４８３８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６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７
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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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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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5月 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4楼会议室（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15,691,7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212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志华主持。 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6 人，出席会议的董事分别为：张志华、迟云、郭海涛、王昭顺、刘燕、

钟耕深；公司副董事长王次忠、独立董事王乐锦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4人，出席 3人，出席会议的监事分别为张淼、冯洪峰、张耀元；监事会主席张军

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薛严丽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范波、韩明红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603,580 99.9365 115,300 0.0067 972,866 0.0568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603,580 99.9365 115,300 0.0067 972,866 0.0568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603,580 99.9365 115,300 0.0067 972,866 0.0568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603,580 99.9365 115,300 0.0067 972,866 0.0568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603,580 99.9365 115,300 0.0067 972,866 0.0568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5,593,046 99.9942 98,700 0.0058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5,576,446 99.9932 115,300 0.0068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5,576,446 99.9932 115,300 0.0068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545,826 98.1417 115,300 0.1440 1,371,900 1.7143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204,546 99.9133 115,300 0.0067 1,371,900 0.0800

1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0,524,914 99.6988 1,091,900 0.0636 4,074,932 0.2376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204,546 99.9133 104,600 0.006 1,382,600 0.080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79,934,326 99.8767 98,700 0.1233 0 0

7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79,917,726 99.8559 115,300 0.1441 0 0

8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79,917,726 99.8559 115,300 0.1441 0 0

9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78,545,826 98.1418 115,300 0.1441 1,371,900 1.7142

11
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
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74,866,194 93.5441 1,091,900 1.3643 4,074,932 5.0916

12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1
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78,545,826 98.1418 104,600 0.1307 1,382,600 1.727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及山东出版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

股份数量分别为 1,602,944,478股和 32,714,242股，上述股东对议案 9均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林泽若明、郭彬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山东出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
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1-057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问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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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引进战略投资者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1】050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5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子公司湖南省佰骏高科医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骏医疗或标的公司）拟引入肾科领域保健服务提供商 DaVita Inc.（纽约证券
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DVA）之间接控股子公司 DaVita China Pte Ltd.（以下简称德维特公司）为战略
投资者。 交易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公司以 1.47亿元向德维特公司转让标的公司 31.70%股权；二是公司
拟将标的公司 5.10%股权转让予标的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转让价格另行确定；三是佰骏医疗拟在长沙
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拟向德维特公司申请 4.5 亿元借款，出借方后续可选择将债权转换为股份（以下
简称可转债协议）。本次交易还需提交股东大会。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对佰骏医疗的股权将减少
至 14.20%。 经事后审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6.1条，请你公司就如下信息予以核
实并补充披露。

1.公告披露，本次交易设置业绩对赌条款，若标的公司下属医院 2021年产生的合并医疗业务息税
折旧摊销前利润（以下简称 EBITDA）低于 3750 万元，买方有权要求标的公司以 1.47 亿元强制赎回其
持有的全部股权，公司与标的公司现持股 49%的少数股东长沙康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莱
健康）对买方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与康莱健康双方约定按照 50%：50%的比例进行分摊。标的公司 2020
年实现净利润-2306.61万元（经审计），2021年 1-4月实现净利润-324.06万元（未经审计）。 请公司补
充披露：（1）标的公司 2020年、2021年 1-4月的 EBITDA数据，并结合标的公司下属医院的经营情况、
市场竞争、盈利能力和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评估上述对赌业绩的可实现性，并说明上述业绩指标设
置的依据和合理性；（2）补充披露康莱健康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并评估其承担担保责任
的履约能力，以及康莱健康无法履行担保责任情况下对公司的影响；（3）结合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货币
资金情况、未实现对赌业绩时公司可能承担的责任，充分提示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生产
经营的影响。 请会计师就问题（1）发表意见。

2.公告披露，可转债协议约定，为佰骏医疗获取资金之目的，交易对方有意对佰骏医疗拟新设成立
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借款人）提供 4.5亿元借款，借款人成立后的注册资本和净资产将不低于 2.50
亿元，贷款利率为每年 8%，借款期限为第一个提款日后的 36 个月，相关借款将用于标的公司主业发
展，在法律允许情况下用于偿还佰骏医疗对上市公司的计息债务 19,929万元。 作为担保，公司和康莱
健康将其所持全部股权质押给贷款人。 在贷款最终到期日前，贷款人有权选择将债权转股。 在标的公
司 2021年 EBITDA低于 3750万元时，贷款人有权决定取消全部贷款承诺，且相关借款立即到期；在交
易对方行使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强制回赎权之日起满 6 个月后， 借款人应按照未偿还金额的年利率

15%单利支付利息。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相关协议约定，补充披露佰骏医疗偿还公司有息负债的
具体安排，偿还负债与上述股权转让交割安排的先后关系、是否互为前提或构成一揽子协议，说明相
关约定是否能够充分保障公司利益，并充分提示可能存在风险；（2）请说明佰骏医疗新设成立全资子
公司作为借款人的具体原因，借款人成立后的注册资本和净资产不低于 2.50亿元的原因和实现方式，
相关借款是否将用于对借款人的出资，是否需要公司履行出资责任；（3）请结合佰骏医疗现金流情况、
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的发展规划、借款使用安排，说明佰骏医疗后续偿还借款的具体安排，公司作为担
保方可能承担的风险；（4）结合协议约定，说明标的公司未来控制权的具体安排和公司对标的公司的
后续投资计划；（5）结合上述标的公司对赌业绩的可实现性，充分提示可转债协议下公司可能承担的
风险。

3.公告披露，本次合同系与德维特公司签订，德维特公司成立于 2012 年，系一家注册在新加坡的
投资控股公司，注册资本新加坡元 3954.03 万，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净资产为新加坡元 995.28 万，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新加坡元 39.37 万，净利润新加坡元 37.81 万，2021 年 3 月实现营业收入新加坡
元 27.61万，净利润新加坡元 25.89万（未经审计）。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前期尽调情况，补充说明
交易对方 2021年 3月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并补充披露交易对方 2021 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2）
结合协议约定、交易对价及交易对方的财务状况，说明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履约保障，是否存在履约
风险及上市公司的应对措施，并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

4．公告披露，佰骏医疗 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1139.27 万元，评估报告显示，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佰骏医疗股东权益 378.99万元。佰骏医疗将聘用德维特公司为佰骏医疗的独家第三
方服务提供商，服务费每年 25 万美元，此外，佰骏医疗应报销德维特公司因提供服务而发生的差旅
费、住宿费、餐饮费等费用。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股东权益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补充披
露本次评估及交易作价相较合并报表层面的溢价情况；（2）说明佰骏医疗将聘用德维特公司为服务提
供商的主要考虑，相关费用报销费用的审批流程、是否存在上限安排。 请会计师和评估机构对问题（1）
发表意见。

5.公告披露，佰骏医疗旗下医院的市场拓展能力已经具备一定竞争优势，大部分医院已经实现盈
利，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佰骏医疗由控股变为参股。 请公司结合主营业务、前期控股目的、未来发展
规划，说明本次交易的目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

6.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交易的必要性、标的资产评估作价和业绩对赌条款设
置的合理性、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转让部分股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并结合针对本次
交易所做的审议等相关工作，说明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请你公司在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2021年 6月 2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
公司将尽快对《问询函》所述相关情况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2775 证券简称：文科园林 公告编号：2021-030
债券代码：128127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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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李从文、赵文凤夫妇及深圳市文科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179.04万股，截至目前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5,657.64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70.60%，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李从文、深圳市文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科控股”）的告知函，获悉李从文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文科控股

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解除质押原因

文科控股 是 1,696 15.93% 3.31% 2020/7/2 2021/5/24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
司 已偿还贷款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是否为限售股 （如
是，注明限售类型）

是否为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李从文 是 829 9.83% 1.62% 否 否 2021/5/24 无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
有限公司 融资用于置换李从文、赵文凤质押在深圳市高

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的 1,357.44万股公司股份
文科控股 是 1,696 15.93% 3.31% 否 否 2021/5/25 无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

有限公司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李从文、赵文凤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文科控股是李从文、赵文凤夫妇完全控制的企业。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文科
控股 10,649.60 20.77% 6,316.20 59.31% 12.32% 0 0 0 0

李从文 8,434.40 16.45% 6,318.40 74.91% 12.32% 5,287.00 83.68% 1,184.40 55.97%

赵文凤 3,095.04 6.04% 3,023.04 97.67% 5.90% 0 0 0 0

合计 22,179.04 43.25% 15,657.64 70.60% 30.54% 5,287.00 33.77% 1,184.40 18.16%

注：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为董事、监事及高管限售锁定股，不存在股份被冻结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李从文、赵文凤夫妇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从文先生，中国国籍，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近三年担任公司董事长，文科控股董事，深圳文科文旅产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莎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副会长，深圳市文科公益

基金会名誉会长。
赵文凤女士，中国国籍，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近三年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书记，文科控股董事长，深圳市好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文科控股除持有公司股份及少部分其他公司股权外，无实际经营。
2.文科控股、李从文本次股份质押主要系融资用于置换李从文、赵文凤质押在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的 1,357.44万股公司股份，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无关。
3.李从文、赵文凤夫妇及其完全控制的企业文科控股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5,37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24.21%，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7%，对应的融资金额为 11,93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

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的质押股份累计 100.2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0.45%，占公司总股本的 0.20%，该笔为补充质押，无对应的融资金额。 质押资金主要用于参与公司配股再融资、偿还个人贷款、个人投资及为
家人提供质押担保等。 质押到期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重新质押、追加保证金或以其自有或自筹资金偿还等方式归还质押借款，资金偿付能力有保障。

4.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5.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的影响；李从文、赵文凤夫妇资信状况良好，具备一定履约能力，股份质押暂无平仓风险，质押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变更。 如李从文、赵文凤夫妇及其完全控制的企业文科控股未在质押到期前偿还资金或继续延期，将可能面临平仓风险，公司将积极关注后续解除质押进展，督促其及时偿还资金或展期，以避免平仓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证券质押登记证明及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二）证券质押登记申请受理回执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