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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08 证券简称：赛诺医疗 公告编号：2021-041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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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 LYFE Capital Blue Rocket (Hong Kong) Limited 持有公司股份 20,448,40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或“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披露了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2）， 公司股东
LYFE Capital Blue Rocket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LYFE”）因自身发展资金需要，拟在本减持计
划披露的减持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21,698,971 股的公司股份，减持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5.29%。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200,000股，减
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2%， 且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3,498,971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3.29%，且
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 LYFE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1 年 6
月 23日期间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LYFE�Capital�Blue�Rocket�(Hong�Kong)�Limited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Flat/RM�1113A,�11/F,�Ocean�Centre,�Harbour�City,�5�Canton�Road,�TSIM�SHA�TSUI�
KL,HONG�KONG

注册资本 7000美元
注册号 2321990
经营范围 投资
经营期限 不适用
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LYFE�Capital�Fund�II,L.P.�100%
通讯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1468号中欣大厦 1804室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
留权

赵晋 男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余征坤 男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3.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 LYFE 共持有上市公司 21,698,971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 5.29%。
2021年 6月 22日至 2021年 6月 23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 LYFE 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

1,250,5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05%。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LYFE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由 21,698,971 股减少至

20,448,402 股，持股比例由 5.29%减少至 4.99%。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减持股东名称 LYFE�Capital�Blue�Rocket�(Hong�Kong)�Limited
住所 上海市南京西路 1468号中欣大厦 1804室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1-6-22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0.17%
2021-6-23 人民币普通股 550,569 0.13%

合计 人民币普通股 1,250,569 0.305%
4、本次本次变动前后 LYFE Capital Blue Rocket (Hong Kong) Limited 拥有赛诺医疗权益的股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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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LYFE� Capital� Blue� Rocket�
(Hong�Kong)�Limited

合计持有股份 21,698,971 5.29% 20,448,402 4.99%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21,698,971 5.29% 20,448,402 4.99%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已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期，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

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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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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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南路 2111号福朋喜来登由由酒店三楼福朋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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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98,35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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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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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朱嘉骏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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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出席 6人，公司独立董事张泓铭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部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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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2,954,293 99.6790 14,979,242 0.3122 421,502 0.0088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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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2,954,293 99.6790 14,979,242 0.3122 421,502 0.0088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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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2,966,093 99.6793 14,967,442 0.3119 421,502 0.0088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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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2,966,093 99.6793 14,967,442 0.3119 421,502 0.0088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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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1,184,118 99.8506 7,049,139 0.1469 121,780 0.0025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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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3,335,715 99.6870 14,979,242 0.3122 40,080 0.0008

7、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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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2,954,293 99.6790 14,979,242 0.3122 421,502 0.0088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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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0,282,032 99.6233 17,653,103 0.3679 419,902 0.0088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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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3,134,293 99.6828 15,064,002 0.3139 156,742 0.0033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
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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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636,414 97.5680 14,800,842 2.3649 419,902 0.0671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项目储备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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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619,190 95.4881 28,225,188 4.5098 12,780 0.0021

12、 议案名称：关于雪野路别墅承诺调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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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972,055 98.7401 7,872,323 1.2578 12,780 0.0021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董事候选人李钟 4,783,020,059 99.6804 是

13.02 董事候选人蔡顺明 4,783,071,004 99.6815 是

13.03 董事候选人王政 4,783,029,568 99.6806 是

13.04 董事候选人严明勇 4,782,739,261 99.6746 是

14、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独立董事候选人夏凌 4,783,055,211 99.6811 是

14.02 独立董事候选人邵瑞庆 4,783,361,458 99.6875 是

14.03 独立董事候选人史剑梅 4,783,014,409 99.6803 是

15、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监事候选人沈磊 4,783,052,717 99.6811 是

15.02 监事候选人黄俊 4,783,097,354 99.6820 是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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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206,083,386 96.6374 7,049,139 3.3055 121,780 0.0571

6
关于公司聘请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198,234,983 92.9571 14,979,242 7.0241 40,080 0.0188

8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对外担保计划的议
案

195,181,300 91.5251 17,653,103 8.2780 419,902 0.1969

10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额及 2021 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发生额的议案

198,033,561 92.8626 14,800,842 6.9405 419,902 0.1969

11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项目储备计划的议
案

185,016,337 86.7585 28,225,188 13.2355 12,780 0.0060

12 关于雪野路别墅承
诺调整的议案 205,369,202 96.3025 7,872,323 3.6915 12,780 0.0060

13.01 董事候选人李钟 197,919,327 92.8091 - - - -
13.02 董事候选人蔡顺明 197,970,272 92.8330 - - - -
13.03 董事候选人王政 197,928,836 92.8135 - - - -
13.04 董事候选人严明勇 197,638,529 92.6774 - - - -

14.01 独立董事候选人夏
凌 197,954,479 92.8255 - - - -

14.02 独立董事候选人邵
瑞庆 198,260,726 92.9692 - - - -

14.03 独立董事候选人史
剑梅 197,913,677 92.8064 - - - -

15.01 监事候选人沈磊 197,951,985 92.8244 - - - -
15.02 监事候选人黄俊 197,996,622 92.8453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第 10、11、12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议案回避表

决。
2、 上述第 5、6、8、10、11、12、13、14、15项议案对持股 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已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辉、滕珊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决议；
2、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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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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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6月 23日在上海市浦明路 1388号 9楼会议室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际到会参与表决董事 7 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钟同志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此项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蔡顺明同志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此项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并推举主任委员的议案
鉴于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已选举产生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工作准则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公司
选举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并
推举各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与其本人董事任期一致，具体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主任：李钟
委员：李钟、蔡顺明、王政、史剑梅
（二）提名委员会
主任：史剑梅
委员：史剑梅、夏凌、李钟、王政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夏凌
委员：夏凌、邵瑞庆、李钟、严明勇
（四）审计委员会
主任：邵瑞庆
委员：邵瑞庆、史剑梅、蔡顺明、严明勇
此项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4 日

附件 1：李钟同志简历
李钟，男，1965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历任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工程公

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上海外经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总裁、董事、
党委副书记，上海申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华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附件 2：蔡顺明同志简历
蔡顺明，男，1967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历任上海市房地局副主任科

员、处长助理，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副主任，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副处长、处长，上海市房地
产交易中心主任、测管办主任，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办公室主任、信息办主任、党委办公室主
任、信访办主任，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副总工程师，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华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总经理，中华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现任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证券代码：600675 股票简称：中华企业 编号：临 2021-036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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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6月 23日在上海市浦明路 1388号 9楼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沈磊同志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即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24日
附件：沈磊简历
沈磊，男，1965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历任上海市土地管理局资料中心科员，

上海市房屋土地测绘中心地籍科科长助理，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建设用地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上
海市土地发展中心地产科副科长、主任助理，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土地储备二部副经理，上海世
博土地储备处副处长，上海世博土地控股有限公司土地储备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上海世博土地储
备处处长，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土地储备一部经理，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业务总监、上海市
土地储备中心副主任，上海地产三林滨江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监事会主席，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现任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业务总监、中华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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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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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赛海科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79,663,4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86%，本次股份解除
质押前，赛海科技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30,000,000 股；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赛海科技累计质押公司股
份 24,0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30.13%，占公司总股本数比例为 11.71%。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6月 23日接到控股股东赛海科技的通知， 赛海科技将其质押给深圳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赛海科技
本次解质股份 6,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5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93%
解质时间 2021年 6月 23日
持股数量 79,663,492
持股比例 38.8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4,0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1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7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 赛海科技将根据资金需求确定后续是否继续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
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 公司将根据其后续质押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 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赛海科技和实际控制人温伟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股份数量

剩 余 被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剩 余 被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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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未质押 股
份中 限售
股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赛 海
科技 79,663,492 38.86% 30,000,000 24,000,000 30.13% 11.71% 0 0 0 0

温伟 9,634,208 4.70% 6,600,000 6,600,000 68.51% 3.22% 0 0 0 0

合计 89,297,700 43.56% 36,600,000 30,600,000 34.27% 14.93% 0 0 0 0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格遵 守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1-055
债券代码：113601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湖北上市公司 2021 年度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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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进一步
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参加湖北省证监局、湖北省上市公司
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湖北上市公司 2021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全
景? 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1年 6月 24日（星期四）15:30-17:00。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温伟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源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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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大宗交易减持比例超过

总股本 1%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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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40.09%减少至 38.86%，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44.79%减少至 43.56%。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收到控股股东赛海

（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海科技”）发来的《股份减持告知函》：出于日常运营资金需要，
赛海科技于 2021年 6月 2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 现
将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赛海科技
住所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668号 1幢 5层 B区 1086室

信息披露义务
人之一致行动
人

名称 温伟

住所 天津市河北区元纬路 ****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1-06-22 人民币普通股 2,520,000 1.23
合计 --- 2,520,000 1.23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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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海科技 5%以上第一大股东 82,183,492 40.09% IPO前取得

（三）减持主体之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基本信息

名称 温伟
住所 天津市河北区元纬路 ****

一致行动关系 温伟先生为赛海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其 66.06%
股权

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及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赛海科技 82,183,492 40.09 79,663,492 38.86
温伟 9,634,208 4.70 9,634,208 4.70
合计持有股份 91,817,700 44.79 89,297,700 43.5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1,817,700 44.79 89,297,700 43.56

备注：
1、一致行动人温伟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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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上述“减持比例”指减持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 205,018,993股的比例。
5、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前期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控

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本次减持计划尚未结束，公司将持续关注赛海科技
本次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1-038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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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亿元）

一 房屋建筑

1 中建三局 广东广州刘村社区刘村、格岗片区旧村改造项目勘察设计施
工总承包 66.4

2 中建三局 湖北鄂州沙塘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EPC总承包项目 55.0

3 中建股份 陕西西安智慧经济产业园（云上经济示范园）项目 EPC 总承
包 34.6

4 中建八局 广西桂林中国 -东盟市长大厦项目施工总承包 31.9
5 中建五局 湖南雅士林长沙（国际）蚕桑丝绸智造产业项目施工总承包 30.0

6 中建三局、中建东北院 浙江湖州太湖湾单元 TH-08-01-01A 号地块开发建设项目
（EPC） 22.8

7 中建三局 广东广州中建星宏城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21.1
8 中建二局 广东中山翠亨新区馨碧花园项目施工总承包 20.0
二 基础设施

1 中建股份、 中建三局、中
建五局、中建六局

重庆轨道交通 15 号线一期工程（K72+824～K92+369.955）施
工总承包 58.0

2 中建交通 湖北恩施西兰卡普国际康养度假区 EPC项目 30.0

3 中建三局 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北货运区及飞行区配
套工程项目（EPC） 27.2

4 中建西勘院 四川渠县北城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25.7
5 中建二局 广东中山金雅福黄金珠宝文创产业综合体施工总承包 20.0
项目金额合计 442.7
项目金额合计 /2020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2.7%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187 证券简称：厦门银行 公告编号：2021-021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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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滨北路 101号商业银行大厦 A603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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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76,42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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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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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群董事长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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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出席 3 人，吴世群、吴昕颢、聂秀峰出席本次会议，其余董事因公务原因

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6 人，出席 2 人，张永欢、朱聿聿出席本次会议，其余监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陈蓉蓉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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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405,544 99.9991 17,500 0.000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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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405,544 99.9991 17,500 0.0009 0 0.0000
3、 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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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405,544 99.9991 17,500 0.0009 0 0.0000
4、 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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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405,544 99.9991 17,500 0.0009 0 0.0000
5、 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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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405,544 99.9991 17,500 0.0009 0 0.0000
6、 议案名称：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资本债券发行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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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405,544 99.9991 17,500 0.0009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418,266,550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415,062,6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43,076,343 99.9877 17,500 0.0123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92,582 84.1027 17,500 15.8973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42,983,7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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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 2020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58,138,994 99.9968 17,500 0.0032 0 0.0000

5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聘请 2021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558,138,994 99.9968 17,500 0.0032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第 6 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3、除审议前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及董事履职评价报告》《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评价报告》《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及监事履职评价
报告》《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管理情况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理想、潘舒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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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88314 证券简称：康拓医疗 公告编号：2021-010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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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6月 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高新区草堂科技产业基地秦岭大道西 6 号西安康拓医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3,132,28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3,132,2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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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立人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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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出席 7 人，其中独立董事卫婵女士、董事陈兵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其中监事李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吴优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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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3,132,280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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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3,132,280 100 0 0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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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3,132,280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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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3,132,280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草案）＞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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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3,132,280 100 0 0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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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3,132,280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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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726,300 100 0 0 0 0

4 《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726,300 100 0 0 0 0

5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公司类型、修订＜公
司章程（草案）＞并办理
工商登记的议案》

2,726,300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1、2、3、4、6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 议案 2、4、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 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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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务所
律师：梁德明、赵梦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88222 证券简称：成都先导 公告编号：2021-024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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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成都先导”）及其控股子公司成都科辉先导

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境外全资子公司 Vernalis (R＆D) Limited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22
日，分别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款项人民币 5,034,955.20 元、人民币 9,970.82 元、英镑 649,289.39

元（折合人民币 5,772,377.46 元，该金额包含于 2020 年年度报告的其他应收款附注中，且已于以前年
度利润表中体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款项人民币 0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均为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预计对 2021年度利润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1 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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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1888 证券简称：中国中免 公告编号：临 2021-029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申请材料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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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 7日，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关于公司拟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票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材料。 近日，
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1432），中国证监会对
公司递交的本次发行上市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
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
府机构、监管机构的核准和/或批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579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2021-045
转债代码：113606 转债简称：荣泰转债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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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纪”）对公司及 2020
年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荣泰转债”）进行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A-”；前次“荣泰转债”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A-”；评级机
构为上海新世纪，评级时间为 2020年 4月 29日。

上海新世纪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
出具了《2020年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2021）
100269），本次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荣泰转债”信用等级评级结
果为“AA-”。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0 年上海荣泰健
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1-36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参与第五批
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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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 6月 23日，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南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药业”）参加了联合采购办公室组织的第五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投标
工作。 西南药业药品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拟中选本次集中采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药品通用
名 适应症 申报规格 包装数

量
计价单
位

拟中选价
格（元）

拟中标数
量(万袋) 拟供应省（区） 采 购 周

期

左氧氟沙
星氯化钠
注射液

左氧氟沙星属于喹诺酮类抗
生素， 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
呼吸系统感染、 泌尿系统感
染、生殖系统感染、皮肤软组
织感染、肠道感染、败血症及
其它感染

（以左氧氟沙
星计）含左氧
氟沙星 0.5g

1 袋 33.65 350
江苏省、陕西省、
重庆市、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西
藏自治区

三年

除上述药品外，西南药业药品盐酸异丙嗪片也参与了本次集采竞标，但未入围。 2020年该药品销
售收入 60.39万元，占公司 2020年销售收入的 0.005%，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的影响
西南药业拟中标的药品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于 2021 年 4 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

的《药品注册证书》，此前无市场销售。
本次药品集中采购是国家组织的第五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如确认中

标，在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本次拟
中标价格具体以联合采购办公室公布的价格为准。若公司后续签订购销合同并实施后，将有利于增强
产品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及公司品牌影响力，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目前，西南药业已与联合采购办公室签订了《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品种备忘录》，上述产品的

采购合同签订等后续事项以及带量采购后市场销售执行情况尚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
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