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古以来，追求健康一直是人类的
奋斗目标之一。 医药行业是一个历史悠
久的行业， 承担着治病救人的崇高使
命。 如今，在老龄化加速、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等因素的影响下，医药行业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 本篇，我们从行业发
展现状和影响行业发展因素入手，带您
走进医药行业。

一、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一）医药市场有多大？
总体来看，医药行业可以分为医药

制造、 医药流通和医疗服务等几大板
块，每个板块又可以继续细分，例如，医
药制造包含药品 （化学药 、中药 、生物
药）和器械等，医药流通板块包含医药
分销和零售药店板块等，医疗服务包含
连锁医疗机构和 CRO （医药研发合同
外包服务机构）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国内

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同比增长 4.51%， 利润总额同比
增长 12.81%。 虽然 2020 年医药生物行
业的收入增速受疫情影响放缓 （减少
18%）， 但利润总额增速较 2019 年上升
2.7%。 整体来看，中国医药市场已经成
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
并且依然维持近 2 倍 GDP 增速（2.3%）
的收入增速水平。

（二）未来发展依然可期
随着 2014 年后医改的深入推进 ，

医药行业的“黄金十年”已经成为过去，
但整体来看，该行业仍具备突出的成长
优势。

在“三医联动”新医改的大背景下，
医保控费成为新常态，行业和企业格局
逐渐发生新变化。 医保改革针对辅助用
药和中药注射剂的控费及带量采购（国
家针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

约定最低采购量，由报价最低的厂家供
货）带来的仿制药降价，都为创新药产
品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健全
体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将成为行业发
展方向之一，长期来看，医药或将成为
“新基建”的重要一环，相关医药产业链
也有望迎来更大规模的长期稳定投入
和更多的建设机会。

二、影响医药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分析

（一）老龄化因素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保障制度逐

步完善，医疗相关新产品及技术不断应用，
控制医疗卫生支出不合理的过快上涨已经
成为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问题。

就中国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数量产生巨大影
响，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再叠加死亡

率降低、人均寿命延长等因素 ，导致我
国的老龄化进程速度较发达国家显著
加快。 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对国内经
济、 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对于医药行业来说，解决医疗需求增加
和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将成为老龄
化背景下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医保收支增速
从国内医药行业的发展历程来看，

行业增速和医保收支的增速密切相关。
2004 年至今，医药行业先后经历了医保
扩容带来行业高速增长阶段、行业政策
多空交织下的行业降速阶段以及当下
医保控费进一步趋严带来的行业分化
阶段。

后续随着医保资金压力渐显，控费
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行业内企业或
将面临持续的压力和分化，研发管线产
品储备丰富、拥有可以满足临床需求的

创新产品的企业将有望在医保控费的
大环境下实现较好的发展。

（三）政策影响
医药行业关乎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和安全，因此也是受到政策监管最为严
格的行业之一。 近年来，国内医药行业
各项政策密集颁布，主要围绕保证药品
供应、加强质量控制、鼓励企业创新、加
大医保控费等方面，持续深入推进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

虽然受制于医保收支水平，控制医
药费用支出对于医药行业的增长会造
成一定的压力，但在一致性评价 （让国
内的仿制药达到和外资同样的质量水
平）、“两票制”（从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
只能开一次发票，从流通企业到医疗机
构只能开一次发票）等行业政策的引导
之下， 行业去产能的过程仍将延续，野
蛮粗放式发展的企业将被陆续淘汰出

局，医药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度有望继续
提升，行业龙头有望受益于这一发展趋
势。

在药品带量采购背景下，以偏仿制
品种为主营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业绩增
长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具备一定研
发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的企业，仍然有
望享受审评审批加快、 带量采购加快、
创新产品放量等政策红利，腾笼换鸟将
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综合来看， 中国医药市场规模持续上
升，医药行业收入利润保持平稳增长。 新冠
肺炎疫情之后，国内医药行业将投入更多的
力量，迎来发展的新机遇。

（本篇由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
院黄翰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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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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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甘汛
标、陈丹风、刘宇因离职已不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对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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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42股 35,542股 2021年 9月 14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依据相关法规及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和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已于

2021年 7月 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和数量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甘汛标、陈丹
风、刘宇因离职已不满足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董事
会同意对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1 年 7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2021 年 7 月 10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股权激励
股票事宜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
者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 截至申报期间届满，公司未收到任何公司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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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条款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

激励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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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对象甘汛标因离
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对应的已获授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应予以回购注销。

根据《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条款规定：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
或主动辞职的，其已行权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进行注销；已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
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陈丹凤、刘宇因离职，其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
权，由公司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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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激励对象甘汛标 3,042 股，2020 年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陈丹

凤、刘宇共计 32,500股；上述 3人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35,542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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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登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账户号码：B882431183）， 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 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35,542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预计该部分股份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
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03,019,535 0 303,019,535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3,876,485 -35,542 63,840,943
总计 366,896,020 -35,542 366,860,478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相关事项完成后中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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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0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激励对象签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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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 金桥信息本次激励计划及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与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金桥信息因激励对象离职
拟实施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注
销的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及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金桥信息已在
中登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回购过户手续， 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事宜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实施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并办理因本次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所涉的减资事宜。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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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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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0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487号 25号楼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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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3,21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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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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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金史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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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董事孙兆荣先生、独立董事鲍航先生、独立董事关东捷先生、独

立董事寿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高冬冬先生、副总经理杨家骅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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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03,218,7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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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徐惠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03,216,417 99.9977 是

3、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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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关于选举李健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03,216,417 99.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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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关于选举徐惠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3,541,064 99.9830

3.01
关于选举李健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3,541,064 99.983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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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孟文翔、刘靓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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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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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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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第一次
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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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134.75万股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为：2021年 9月 15日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
“2019年激励计划”）、《关于制定＜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
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公司于 2019年 3月 16日披露了相关公告。

2、公司于 2019年 3月 15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和《关于核查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6
日披露了相关公告。

3、 公司于 2019年 3月 18日至 3月 27日在公司公告栏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
内，公司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名单及公示情况的核查意见》，并于 2019年 4月 3日披露了相关公告。

4、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 2019 年 4 月 9 日披
露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公司于 2019年 4月 8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
2019年 4月 9日披露了相关公告。

6、公司于 2019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7、公司于 2019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公司股票期权事宜进
行了核查。

8、2019年 5月 29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 2019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股票期权授予数量为 657万份，激励对象 45人，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29.04元/
份。

9、 公司于 2020年 6月 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调整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调
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 45名调整为 44名。 公司决定注销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
权合计 99,500份，本次注销后，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657万份调整为 647.05万份。2019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29.04元/份调整为 28.93元/份。

10、 公司于 2020年7月 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并于 2020年 7月 7日披露了相关公告。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由 28.93元/股调整为 28.79元/股。2020年 9月 2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共 99,500份已获授的股票期权注销事宜。

11、2021年 6月 23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28.79 元/股调整为
28.461元/股。

12、2021年 8月 16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
调整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第
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155.25万份。鉴于 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有关
激励对象的规定，决定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合计 21 万份，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人数由 44人调整为 41人，股票期权数量由 647.05万份调整为 626.05万份。 2021 年 8 月
31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共 21 万份已获
授的股票期权注销事宜。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关于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 2019 年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为自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
日为 2019年 4月 26日，该部分授予的股票期权已进入第二个行权期。 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可申请行权数量占所获授予的股票期权总量的 25%。

（二）行权条件已成就的说明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成就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不得行权的情形， 满足行
权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不得行权的情形，满
足行权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行权期的 4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绩考
核并行权，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
其中，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业绩考核目标为：以 2018年实现的净利
润为基数，2020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8.84%；
注：以上“净利润”以公司各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所载数据为准，净利润考核指
标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且是以剔除股权激励计划股
份支付费用影响为计算依据。

公司 2020 年剔除股权激励计划股份
支付费用影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15.56 亿元； 以 2018 年剔
除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
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 亿元为基数，2020 年剔除股权激
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归属于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增 长 率 为
566.71%，不低于 48.84%。
据此，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满足行
权条件。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薪酬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并依照激励对
象的考评结果确定其行权的比例，若公司层面各年度业绩考核达标，则激励
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 =个人层面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A）、良好（B）、合格（C）和不合格（D）四
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行权的比
例：
评价标准 优秀（A） 良好（B） 合格（C） 不合格（D）
标准系数 1 1 0.8 0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优秀、良好、合格，则上一年度激励
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分批次行
权，当期未行权部分由公司注销；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不合格，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公司将按照本激励计
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行权额度，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 44 名激励对象
中，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
定。
剩余 41 名激励对象 2020 年度个人绩
效考核评级为良好及以上， 个人绩效
考核达标，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
为 155.25万份。

综上所述，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拟办理行权相关事宜。
（三）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万
份）

本 次 行 权 数 量
（万份）

本次行权占已授予期
权总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
的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39人） 134.75 134.75 21.52% 0.29%
（四）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股票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公司 A股普通股。
（五）行权人数
本次行权人数为 39人。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1年 9月 15日。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347,500股。
（三）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本次行权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3,123,698 0 3,123,698
无限售条件股份 459,487,577 1,347,500 460,835,077
总计 462,611,275 1,347,500 463,958,775

本次股份变动后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行权出资款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

报字[2021]第 ZA15395号）。
公司已完成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证明文件。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因授予股票期权行权向激励对象发行股票 1,347,500股， 募集资金 38,351,197.50 元，所

募集资金存储于公司账户，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1,347,500股，占行权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9%。 2020 年公司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09,701,887.90 元，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463,958,775 股，按
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为 3.2540元。 本次行权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
响。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5395号）。
特此公告！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浅析医药行业

深交所投教专栏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兰环保”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２，４８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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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２５０４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
兰环保”，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８５４”。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９．９６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４８０．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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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子公司不进行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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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万股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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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７７３．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０６．８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根据《中兰环保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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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２，４４７．５１６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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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６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７７．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０２．８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４８．５０％。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３６７１４３７４％，申购倍数为７，３１４．５１９８３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Ｔ＋２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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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２，０１０，４５４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１９，６２４，１２１．８４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７，５４６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７４，７５８．１６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２，７７２，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２７，２０９，１２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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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２８０，３４９股， 约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１０．０２％，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７，５４６股，包销金额为１７４，７５８．１６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０７０８％。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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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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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４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二部

发行人：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0日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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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量钻石”、“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1年5
月14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2624号文
予以注册的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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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本次
发行数量为1,509.2995万股， 其中网上发行1,509.2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9.9967%。 剩余未达深圳市场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余股495股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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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销。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9月9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力量钻石”A股1,509.250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219,933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47,971,365,000股，配号总数为295,942,730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000295942730。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01996086%，网上投资
者有效申购倍数为9,804.29783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9月1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2021年9月1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披露《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
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9月13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1年9月13日（T+2日）公告的
《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2021年9月13日（T+2日）日
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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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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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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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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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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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1年 9月 7日、2021年 9月 8日、2021年

9月 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1年 9月 7日、2021年 9月 8 日、2021 年 9 月 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
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日常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目前，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集团”）拟将所持有公司

24.19%股权对山西潞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安化工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华阳集团完成本次
增资扩股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潞安化工公司。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华阳集团及潞安化工公司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
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
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尚未发现有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对股价有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于 2021年 9月 7日、2021年 9 月 8 日、2021 年 9 月 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
情形。

（二）公司控股股东华阳集团拟将所持有公司 24.19%股权对潞安化工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华阳集
团完成本次增资扩股后， 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潞安化工公司（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2021-019 号、临
2021-020号、临 2021-036号、临 2021-043号公告）。 目前，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尚在推进中，公司将积
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公司控股股东华阳集团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87,337,300 股进行质
押，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9%（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2021-001号公告）。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理性投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信息
以在上述报刊及网站上披露的为准，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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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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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2021年 9月 3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各位董事

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于 2021年 9月 9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9 人，实际到会董事 8 人（到会董事为：马军祥、朱壮瑞、孙晓光、马泽

锋、 成晓宇、 李端生、 李德宝、 裴正， 董事王怀先生委托董事朱壮瑞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
（五）公司监事知晓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董事长已于 2021 年 7 月 6 日辞职，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并经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与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增选马军祥先生为公司董事。 现董事
会审议通过选举马军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期至第十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公司董事会战略和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战略和发展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有关规定，董事会审议通过

增补董事马军祥先生、董事孙晓光先生、董事马泽锋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和发展委员会委员，其
中，董事马军祥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九日
附件：
马军祥先生简历
马军祥，男，汉族，1980年 6月生，河北定州人，2003年 7月参加工作，2002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工学学士，正高级工程师。
曾先后任潞安集团技术中心科员；煤基合成油筹备处科员；煤基合成油公司生产技术部科员、调

度长、副科长，总调度室副主任，总经理助理；煤基清洁能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太行润滑油公司
董事长；潞安集团副总经理；潞安化工集团副总经理。

现任潞安化工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证券代码：600020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21－033
公司债代码：143213 公司债简称：17豫高速
公司债代码：143495 公司债简称：18豫高 01
公司债代码：143560 公司债简称：18豫高 02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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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9 日分别与泰康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资产”）签订了《泰康—中原高速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投资合同》、与中
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资产”）签订了《人保资产-中原高速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
投资合同》。 泰康资产拟设立“泰康—中原高速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暂定名，以中国保险资产管理
业协会完成登记时所用名称为准），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5亿元，各期投资期限不超过 10 年；人保
资产拟设立“人保资产—中原高速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暂定名，以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完成
登记时所用名称为准），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5亿元，各期投资期限不超过 10年。

2021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
划的议案》，授权董事长办理本次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的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公司需要以
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本次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的具体条款、条件及相关事宜；根据有关方面意见
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调整或终止本次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相关事项；签署相关文件、合同等工作。
本事项需报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履行产品登记程序。

一、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一）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国圣；
注册资本：人民 10亿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838号 26F07、F08室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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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北川；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98亿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8号 20层、21层、22层；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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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同主要内容
（一）本公司与泰康资管签订的投资合同主要要素如下：
1、合同名称：泰康—中原高速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投资合同

2、融资主体：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3、受托人：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募集金额：本合同项下的募集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5亿元，具体金额将在登记额度内，以实际划

拨至托管账户的资金金额为准。
5、投资资金募集和划拨：投资计划可分期募集，分期划拨，后续各期募集的投资资金金额不超过

登记额度与之前各期累计已经实际募集的金额之间的差额（即剩余登记额度），以实际划拨至托管账
户的资金金额为准。

6、投资期限：各期投资资金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0年。
7、资金用途：用于置换投资项目的存量金融机构借款及补充融资主体营运资金。
8、利率：投资计划存续期内本投资计划资金采用固定利率形式计息，各期投资资金的年利率根据

提款时市场情况与泰康资产协商确定（具体以签订的相关法律文件中所载明的资金年利率为准）。
9、结息日和付息安排：每个季度末月（即 3月、6月、9月、12月）的第 20 日为结息日，第 21 日为本

计息期间的付息日。
（二）本公司与人保资产签订的投资合同主要要素如下：
1、合同名称：人保资产—中原高速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投资合同
2、融资主体：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3、受托人：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募集金额：本合同项下的募集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5亿元，具体金额将在登记额度内，以实际划

拨至托管账户的资金金额为准。
5、投资资金募集和划拨：投资计划可分期募集，分期划拨，后续各期募集的投资资金金额不超过

登记额度与之前各期累计已经实际募集的金额之间的差额（即剩余登记额度），以实际划拨至托管账
户的资金金额为准。

6、投资期限：各期投资资金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0年。
7、资金用途：用于置换投资项目的存量金融机构借款及补充融资主体营运资金。
8、利率：投资计划存续期间内各期投资资金采用固定利率形式计息，各期投资资金年利率根据提

款时市场情况与人保资产协商确定。（具体以提款申请书载明的投资资金年利率为准）。
9、结息日和付息安排：每个季度末月（即 3月、6月、9月、12月）的第 20 日为结息日，第 21 日为本

计息期间的付息日。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保险资金债权融资，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拓宽市场融资渠道，丰富公司融资储备，增强

公司现金流的稳定性。 本次交易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
利益。

五、风险及控制措施
保险资金的报价非锁定价格，若市场利率发生变化，最终利率价格将会根据发行时市场利率再做

调整。 必要时，公司有权决定是否终止本次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相关事项。
六、备查文件
1、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泰康—中原高速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投资合同》
3、《人保资产—中原高速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