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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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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涉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 2021年 6月 2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

力”）传来的《关于告知增持股份情况的函》，获悉：长江电力全资子公司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长电投资”）于 2021 年 2 月 2 日至 2021 年 6 月 28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
增持本公司股份 21,399,308股，其中，于 6月 28日增持 300,000股。 增持后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
累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计为 382,428,567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20%。 具体情况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企业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号 B座
法定代表人 雷鸣山
注册资本 2,274,185.923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2年 11月 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0405L
经营范围 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程检修维护。

2、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北京市通州区贡院街 1号院 1号楼二层 206-25室
法定代表人 金才玖
注册资本 714,285.71429万元
成立时间 2015年 3月 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35463656N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
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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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3、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江南大道 99号
法定代表人 詹平原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8年 3月 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728005452
经营范围 高新技术投资；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证券类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与咨询。

4、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68号时代财富中心 27层
法定代表人 李绍平
注册资本 200,0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16年 6月 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MWE684

经营范围
配售电系统开发、建设、设计及运营管理;电力销售及服务;电力技术开发、咨询、
转让、服务;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备设施;电动车充电服务;分布式新能源综合
利用服务;集供电、供气、供水、供热业务于一体的综合能源服务。

5、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号 3幢 B1-0808室
法定代表人 戴雄彪
注册资本 12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9年 11月 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97734636E

经营范围 电力生产；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水力水电工程建设咨询；技术服务；设备租赁；销
售机械电器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6、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村路 231号 1单元 209-6室
法定代表人 詹平原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20年 8月 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K4KY42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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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投资管
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1年 2月 2日至 2021年 6月 28日， 长电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 21,399,308股，具体如下：
增持期间 增持股份数量（股） 持股股份比例 增持价格区间（元/股）
2021年 2月 5,904,064 0.31% 8.40~8.87
2021年 3月 4,920,300 0.26% 8.60~8.90
2021年 4月 10,274,944 0.54% 8.70~8.88
2021年 6月 300,000 0.016% 8.44~8.45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后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情况如下：

主体名称 本次增持前 主体名称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长电投资 0.00 0% 长电投资 21,399,308 1.12%
长江电力 225,375,604 12.20% 长江电力 225,375,604 11.79%
长电资本 43,137,793 2.33% 长电资本 43,137,793 2.26%
三峡电能 47,977,679 2.60% 三峡电能 47,977,679 2.51%
三峡资本 40,530,783 2.19% 三峡资本 40,530,783 2.12%
新华发电 4,007,400 0.22% 新华发电 4,007,400 0.21%
合计 361,029,259 19.54%注 合计 382,428,567 20.00%

注：公司曾于 2020年 3月 11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比例被动稀释至 19.58%，后因发行价格调整，截至 2020年 5月
27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登记完毕， 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公
司当时总股本 1,847,709,915股的 19.54%。2020年 6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股本扩大
至 1,912,142,904股， 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下降至 18.88%（若存在合计数与各分项
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将于2021年 7月 1日前（含当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691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2021-035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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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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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1,65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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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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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冯志武先生主持，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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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出席 4 人,董事程彦斌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董事王怀先生因出差

未出席本次会议，董事白平彦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董事王宏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独立
董事李德宝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3人，监事李志晋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监事余鹏艳女士因出
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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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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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551,708 98.6536 5,027,508 0.8356 3,072,612 0.5108

2、 议案名称：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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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551,708 98.6536 5,027,508 0.8356 3,072,612 0.5108

3、 议案名称：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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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551,708 98.6536 5,027,508 0.8356 3,072,612 0.5108

4、 议案名称：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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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518,008 98.6480 5,061,208 0.8412 3,072,612 0.5108

5、 议案名称：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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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518,008 98.6480 5,073,508 0.8432 3,060,312 0.5088

6、 议案名称：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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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239,908 98.6018 5,351,608 0.8894 3,060,312 0.5088
7、 议案名称：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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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44,308 62.0683 10,082,120 37.3727 150,800 0.5590
8、 议案名称：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预计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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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7,108 61.5597 10,219,320 37.8812 150,800 0.5591

9、 议案名称：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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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651,708 98.6703 4,666,608 0.7756 3,333,512 0.5541

10、 议案名称：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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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443,608 98.6357 4,874,708 0.8102 3,333,512 0.5541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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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994,056 98.7272 4,324,260 0.7187 3,333,512 0.5541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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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824,056 98.6989 4,494,260 0.7469 3,333,512 0.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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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18,877,108 69.9742 5,027,508 18.6361 3,072,612 11.3897

2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18,877,108 69.9742 5,027,508 18.6361 3,072,612 11.3897

3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议《2020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8,877,108 69.9742 5,027,508 18.6361 3,072,612 11.3897

4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8,843,408 69.8493 5,061,208 18.7610 3,072,612 11.3897

5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18,843,408 69.8493 5,073,508 18.8066 3,060,312 11.3441

6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未弥补亏损
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
之一的议案

18,565,308 68.8184 5,351,608 19.8375 3,060,312 11.3441

7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16,744,308 62.0683 10,082,120 37.3727 150,800 0.5590

8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为关联方
提供担保的议案

16,607,108 61.5597 10,219,320 37.8812 150,800 0.5591

9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 2021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8,977,108 70.3449 4,666,608 17.2983 3,333,512 12.3568

10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18,769,008 69.5735 4,874,708 18.0697 3,333,512 12.3568

11
关于修订《阳煤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的议案

19,319,456 71.6139 4,324,260 16.0292 3,333,512 12.3569

12
关于修订《阳煤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19,149,456 70.9837 4,494,260 16.6594 3,333,512 12.356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第 7项、第 8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

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574,674,600股，依法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的第 11项议案是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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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水泉、杨晓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等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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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010 证券简称：福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9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分红金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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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红金额：由 0.101元（含税）调整为 0.10153元（含税）。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和 2021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1元(含税)。截至 2021年 4月 2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召开日），公司总股本为 153,581,943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总数为 1,053,672 股，以此计算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5,405,355.37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本次利润
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
份这一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

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0 年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根据公司回购进展，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股份数量为 1,849,500股（含第一期及第二期回购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公司参
与分配的股本总数为 151,732,443 股， 即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公司目前股本总数-回购专用账户股
数=153,581,943-1,849,500=151,732,443股，现就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作如下补充说明：

依据上述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变动情况，公司按照现金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确定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调整为 0.10153元（含税）， 即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原定利润分配总额÷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
15,405,355.37÷151,732,443≈0.10153（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五位），实际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每股现金
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0.10153×151,732,443≈15,405,394.94 元。 公司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
明确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具体日期。

综上所述，本次利润分配每股现金红利为 0.10153 元（含税），利润分配总额为 15,405,394.94 元
（本次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的尾数四舍五入调整所致），具体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368 证券简称：柳药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4
转债代码：113563 转债简称：柳药转债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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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购注销原因：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赵锦战、何平、黄萌等 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决
定对上述 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5,880股 5,880股 2021年 7月 1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1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赵锦战、何平等 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等相关规定，并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将对前述 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4,200股予以回购注销。

2、2021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黄萌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相
关规定，公司决定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68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同意的
核查意见，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0、2021-033）。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2021-034）。 自 2021年 3月 30日起 45天内、自 2021年 4月
28日起 45天内，公司均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提出的异议，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向
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合同到期不再续约、因个人过错被

公司解聘；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违反竞业条款、泄露公司机密、失
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离职前需缴纳完毕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
的个人所得税。

鉴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赵锦战、何平、黄萌等 3 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故公司决定对上述 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激励计划》、与激励对象签订的《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协议书》，公司有权单方面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 3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5,88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2,502,296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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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了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2306786），并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 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5,88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 2021年 7 月 1 日完
成注销，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362,439,802 股变更为 362,433,922 股，公司股

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359,931,626 99.31% - 359,931,626 99.31%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2,508,176 0.69% -5,880 2,502,296 0.69%

合计 362,439,802 100.00% -5,880 362,433,922 100.00%

注：因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最终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
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
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已经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授权和批准并履行了相关程序；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有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依法可以实施。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尚需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工作。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784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公告编号：2021-058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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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号舜泰广场 2号楼 19层第二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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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3,77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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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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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于本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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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出席 2 人，独立董事汪安东先生、王咏梅女士、董志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王亚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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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黄琦 163,132,592 99.6105 是

1.02 张连钵 163,132,595 99.6105 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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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刘惠萍 163,132,593 99.6105 是

2.02 钟耕深 163,132,594 99.610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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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01 黄琦 28,304,022 97.7959

1.02 张连钵 28,304,025 97.7960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
议案

2.01 刘惠萍 28,304,023 97.7959

2.02 钟耕深 28,304,024 97.796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士彬、蔡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鲁银投资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3087 证券简称：甘李药业 公告编号：2021-029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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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明华创新技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华创

新”） 持有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李药业”、“公司”）93,884,09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72%；Vast Wintersweet Limited（以下简称“Wintersweet”）持有公司 34,168,6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8%；GS Direct,L.L.C.（以下简称“GS Direct”）持有公司 23,285,8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5%，北京
宽街博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宽街博华”） 持有公司 16,451,34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3%。 宽街博华与 GS Direct的实际控制人均为 The Goldman Sachs Group,Inc.（高盛集团），两个主体
为一致行动人。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 明华创新
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 5,615,4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Wintersweet
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 5,615,4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宽街博华和
GS Direct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 5,615,4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在
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
项的，明华创新、Wintersweet、宽街博华和 GS Direct可以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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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华创新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93,884,092 16.72% IPO前取得：67,060,066股

其他方式取得：26,824,026股

Wintersweet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4,168,616 6.08% IPO前取得：24,406,154股

其他方式取得：9,762,462股

GS Direct 5%以下股东 23,285,889 4.15% IPO前取得：16,632,778股
其他方式取得：6,653,111股

宽街博华 5%以下股东 16,451,341 2.93% IPO前取得：11,750,958股
其他方式取得：4,700,38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GS Direct 23,285,889 4.15%
宽街博华与 GS Direct 的实际
控制人均为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高盛集团）

宽街博华 16,451,341 2.93%
宽街博华与 GS Direct 的实际
控制人均为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高盛集团）

合计 39,737,230 7.08% —

拟减持股东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明华创新 不 超 过 ：
5,615,400股

不 超 过 ：
1%

竞 价 交 易
减持，不超
过 ：
5,615,400
股

2021/7/20～2021/
10/19

按 市 场 价
格

于公司 IPO 前
持有的股份，
以及基于其持
有的该等的股
份取得的股票
股利

基金出资人资
金需要

Wintersweet 不 超 过 ：
5,615,400股

不 超 过 ：
1%

竞 价 交 易
减持，不超
过 ：
5,615,400
股

2021/7/20～2021/
10/19

按 市 场 价
格

于公司 IPO 前
持有的股份，
以及基于其持
有的该等的股
份取得的股票
股利

股东自身资金
需要

GS Direct 不 超 过 ：
3,176,781股

不 超 过 ：
0.57%

竞 价 交 易
减持，不超
过 ：
3,176,781
股

2021/7/20～2021/
10/19

按 市 场 价
格

于公司 IPO 前
持有的股份，
以及基于其持
有的该等的股
份取得的股票
股利

财务投资者的
退出决策

宽街博华 不 超 过 ：
2,438,619股

不 超 过 ：
0.43%

竞 价 交 易
减持，不超
过 ：
2,438,619
股

2021/7/20～2021/
10/19

按 市 场 价
格

于公司 IPO 前
持有的股份，
以及基于其持
有的该等的股
份取得的股票
股利

财务投资者的
退出决策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首次公开发行前涉及本次上市流通限

售股份持有人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1、股东甘一如、明华创新、Wintersweet、Hillhouse、STRONG LINK、GS Direct、宽街博华、航天基金、

天津启明、苏州启明、景林投资、弘达兴盛、北京启明、高林投资、长青创投、吉林道桥、宏泰伟新、金正
信达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股东明华创新、Wintersweet、Hillhouse、STRONG LINK、GS Direct、宽街博华、天津启明、苏
州启明、景林投资、北京启明、高林投资、长青创投（该十二名股东以下合称“延长锁定股东”）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甘忠如分别签署的《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协议》（以下简称“锁定协议”）的约定：

（1）在甘忠如直接及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不低于其当前持股总额的 55%的前提下，各延长锁定股
东愿意分别将其各自当前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16.91%（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在法定锁定期届满后继
续延长锁定，直至甘忠如书面通知解除延长锁定或出现锁定协议约定的其他终止锁定的情形。 延长锁
定解除后，上述股东减持发行人股份仍需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2）作为延长锁定的执行保证，如延长锁定股东在法定锁定期届满后选择减持届时仍受限于延长
锁定的标的股份， 则减持股东将其每一笔减持届时仍受限于延长锁定的标的股份所得收益的 50%支
付予甘忠如（其中，STRONG LINK 的该等减持收益由明华创新向甘忠如支付），在这种情况下的减持
不应构成对锁定协议的违反。

（3）延长锁定股东就标的股份所享有的股东权利不受影响，标的股份所对应的知情权、表决权、分
红权等股东权利，由各延长锁定股东独立拥有并自行行使。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拟减持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原因自主决定本次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拟减持股东可能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拟减持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

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2021-023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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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减持股份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披露了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具体内容见《海天味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4）。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 副总裁管江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080,005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280％；副总裁吴振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5,826,38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88％；副总裁黄文彪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 17,333,27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35％。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管江华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0030％；吴振兴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本次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97,04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46％；黄文彪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42,29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104％。

因减持时间区间届满，上述减持主体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东：管江华、吴振兴、黄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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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振兴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5,826,382 0.488% IPO前取得：15826382股

黄文彪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7,333,274 0.535% IPO前取得：17,333,274股

陈军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854,536 0.212% IPO前取得：6,854,536股

程雪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2,777,085 3.172% IPO前取得：102,777,085股

庞康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10,090,429 9.569% IPO前取得：310,090,429股

管江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080,005 0.280% IPO前取得：9,080,005股

本次减持主体吴振兴、黄文彪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吴振兴 15,826,382 0.488%

形成原因：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9日披露的《关于一致行动人变
更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4）

黄文彪 17,333,274 0.535%

陈军阳 6,854,536 0.212%

程雪 102,777,085 3.172%

庞康 310,090,429 9.569%

合计 452,881,706 13.976% —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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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管江华 130,000 0.0030％ 2021/6/24 ～
2021/6/25

集中
竞价
交易

131.8 －
132.246 17,162,220.00

未完成 ：
260,000
股

11,674,007 0.2771％

吴振兴 197,040 0.0046％ 2021/5/20 ～
2021/6/4

集中
竞价
交易

133.01 －
138.40 26,747,429.20

未完成 ：
452,960
股

20,377,257 0.4837％

黄文彪 442,294 0.0104％ 2021/1/4 ～
2021/6/14

集中
竞价
交易

202.00 －
215.00 92,105,553.74 未完成 ：

75,018股 21,958,274 0.5212％

注：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表中减持未完成的数量已按
实际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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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6-29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31
债券代码：110811 债券简称：神马定 01
债券代码：110812 债券简称：神马定 02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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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调整前转股价格：神马定 01为 6.36元/股、神马定 02为 7.31元/股
2、调整后转股价格：神马定 01为 6.16元/股、神马定 02为 7.11元/股
3、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1年 6月 28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利润分配方案

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919,455,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 183,891,020.00元。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1 年 6月 9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具体详见公司 2021 年 6 月 11 日披露的《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8）及 2021年 6月 10日披露的《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根据公司《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在“神马定 01”、“神马定 02” 定向可转债发行之
后，上市公司如有派送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
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因此，“神马定 01”、“神马定 02”定向可转债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报告书》的规

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报告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之后，上市公司如有派送现金股

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将按下
述公式进行相应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

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格。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符合中国证监

会规定条件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
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
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本次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1年 6月 25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 2021年 6月 22日披露的《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
编号：2021-029）。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及股份变动完成
后，“神马定 01”、“神马定 02” 定向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根据调整公式“P1=P0-D”计算，
每股派息 D 为 0.20元/股，调整前“神马定 01”转股价格为 6.36 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6.16 元/股；
调整前“神马定 02”转股价格为 7.31 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7.11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6月 28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096 证券简称：京源环保 公告编号：2021-040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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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工农南路 88号海外联谊大厦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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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9,234,1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9,23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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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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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武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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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苏海娟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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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
案（王海忠先生） 59,234,143 1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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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王海忠先生） 18,281,643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普通决议议案，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辉、叶兰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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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子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

性评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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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博瑞医药”）全资子公司博瑞制药

（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制药”）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
知书》，博瑞制药生产的注射用米卡芬净钠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现就相关信息公告如
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米卡芬净钠
英文名/拉丁名：Micafungin Sodium for Injection
剂型：注射剂
规格：50mg (按 C56H71N9O23S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03155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09032021
申请内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申请
上市许可持有人：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B2040019

通知书编号：2021B01976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 年第 100
号） 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 年第
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 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米卡芬净钠的适应症为：由曲霉菌和念珠菌引起的下列感染：真菌血症、呼吸道真菌病、胃

肠道真菌病。
三、药品的市场情况
该药物原研厂家为安斯泰来制药株式会社（Astellas）， 该产品于 2002 年 12 月在日本上市，2005

年 3 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其化合物和适应症专利国内到期日为 2015 年 9 月，
美国到期日为 2019年 3月，欧洲到期日为 2020年 8月。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示，截至目前，除
原研企业外，国内共有六家企业（含博瑞制药）取得了米卡芬净钠药品注册批件，博瑞制药为国内第二
家获得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企业。

据统计， 注射用米卡芬净钠 2020 年全球销售额约为 33,915.26 万美元， 其中中国销售额约为
3,442.73万美元；2021年 1-3月全球销售额约为 8,263.60 万美元，其中中国销售额约为 1,181.18 万美
元（数据来源于 IMS数据库）。

四、风险提示
本次通过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高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不会对公司近期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由于

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不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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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药品获得批件后生产和销售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