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1 年第 3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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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招商安泰偏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
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大盘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上证消费 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上证消费 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招商优势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央视财经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保证金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盛稳定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钱宝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招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沪深 300 地产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移动互联网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国企改革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体育文化休闲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制造业转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康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量化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睿逸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增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招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财富宝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招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瑞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睿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财经大数据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兴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琪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盛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 10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景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禧宝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招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沪港深科技创新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福宝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招利一年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拓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境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润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国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琪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鸿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乾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信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惠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茂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利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德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诚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利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金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荣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鑫悦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富时中国 A-H5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中债 1-5 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庆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韵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旭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和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招商安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兴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 3 年封闭运作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瑞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韵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和悦均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招商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和 39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普盛全球配置证券投资基金（QDII）
招商瑞阳股债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招利 1 个月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民安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创业板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研究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瑞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盛鑫优选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招商鑫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瑞恒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瑞信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招商创新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成长精选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盛 7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丰盈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浙江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瑞泽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科技动力 3 个月滚动持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安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沪深 300 高贝塔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景气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招商增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产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锦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 500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国证食品饮料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瑞德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兴和优选 1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盛洋 3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稳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生物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品质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添逸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畜牧养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港股通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瑞和 1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企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金融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瑞安 1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消费龙头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全指医疗器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稳裕短债 30 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金安成长严选 1 年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全指软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前沿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中证科创创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沪深 300ESG 基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瑞乐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景气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瑞盈 9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瑞智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原招商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的 2021 年第 3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cmfchina.

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
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7-9555）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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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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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G 区 5 号楼

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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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1,241,22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1,2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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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7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447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 350,196 股，不享
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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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熊雨前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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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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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8,329 99.9863 1,383 0.0065 1,516 0.0072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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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1,238,329 99.9863 1,383 0.0065 1,516 0.0072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 2 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

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璇、谢美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180� � � � � � � � � 证券简称：君实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21-068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兼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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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兼

董事长熊俊先生拟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 3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增持公司 A 股股份， 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3,500 万元。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
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兼董事长熊俊先生。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熊俊、熊凤祥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瑞

源盛本生物医药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本裕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宝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孟晓君、高淑芳、珠海华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赵云、周玉清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17,234,136 股（包含 217,231,536 股 A 股和 2,600 股 H 股），占公司总股本
23.8520%。

（三）本公告披露之前 12 个月内，熊俊先生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熊俊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拟增持公司 A 股股

份。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
熊俊先生本次拟增持 A 股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3,500

万元。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增持计划未设置增持股份价格区间， 熊俊先生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

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公司 A 股股份。
（四）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因素，为保障增持计划顺利实施，本次增持股份计

划的实施期限为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 3 个月内。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熊俊先生本次拟通过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司 A 股股份。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

A 股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

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在本次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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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

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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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76 号， 以下简称“审核问询

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第
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 并按审核问询
函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现根据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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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528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罗曼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0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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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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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投资入股上海华成智能交通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成智能”）面临以下风险：
1、由于华成智能设立时间较短，双方目前的合作意向仅是初步规划，尚无具体合作协议及

合作项目，具体的合作内容及进度将根据双方后续签署的相关文件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双方的
合作能否正常实施推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华成智能尚未开展实质业务，暂未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 未来
如果对业务市场、新产品开发不及预期，存在一定的市场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风险。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主要系财务投资，对公司当期及后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风险。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了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公
司拟以 0 元对价购买上海华成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5%的股权，同时以公司拥有的两项实用
新型专利技术———“智慧路灯管理控制系统”和“防盗追踪配电箱”作价人民币 150 万元投资入
股华成智能。 现对本次对外投资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一、投资入股华成智能面临的风险

公司基于智慧路灯的技术积累和对智能交通的良好预期，投资入股华成智能后，双方将共
同推动在公共道路智慧交通升级建设等领域形成完善的技术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 本次对外
投资事项面临两大风险：

1、合作风险：
由于华成智能设立时间较短，双方目前的合作意向仅是初步规划，尚无具体合作协议及合

作项目，具体的合作内容及进度将根据双方后续签署的相关文件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双方的合
作能否正常实施推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后续经营风险：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华成智能尚未开展实质业务，暂未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未来如果

对业务市场、新产品开发不及预期，存在一定的市场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风险。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主要通过增强与华成智能业务客户紧密度的同时获取投资收益，不直

接参与经营管理，对华成智能不具有控制权。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主要系财务投资。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华成智能尚未开展实质业务，对公司现有业务开展及主营业务构

成不产生影响；本次对外投资约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23%，对公司当期及后期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华成智能目前暂未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后续经营情况受业务拓展、市场竞争等多种因素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也存在因行业上下游、外部环境、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变化而影响其未来收
益的情况，公司管理层会密切关注发展动态，积极应对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 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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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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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1）预计 2021 年 1-9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38,822.80 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28,218.14 万元，同比增长 266%。

（2） 预计 2021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33,589.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29,303.37 万元，同比增长 684%。

本业绩预告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度同期业绩情况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604.66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285.63 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下游应用市场需求旺盛， 下游客户订单增

加，主要产品价格提高，促使营业收入增长和产品毛利率提升，使得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大幅上
升。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 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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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补充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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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4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62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上交所审核机构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申

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公司按照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
核问询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逐项答复，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9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文件。

根据上交所的进一步审核意见，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的回复内容进行了补充
与修订，现根据要求对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发行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本次发行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本次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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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