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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炬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暨 2022 年

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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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6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6月 2日（星期四）至 6月 9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shsnc.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新炬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28 日发布
《上海新炬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上海新炬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以及《上海新炬网络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网址：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1 年度和 2022 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 2021 年度现金分红等情况，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30 举行 2021 年度暨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1 年度和 2022 年第一季度经营成

果及财务指标、2021年度现金分红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
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6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会人员
董事长：孙正暘先生
副董事长、总经理：李灏江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石慧女士
独立董事：薛士勇先生
董事会秘书：杨俊雄先生
保荐代表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陈超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 2022年 6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及时回
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 2022年 6月 2 日（星期四）至 6 月 9 日（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shsnc.com向公司提问， 说明会上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杨俊雄
电话：021-52908588
邮箱：IR@shsnc.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实际召开方式有可能会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做相应调整，敬请投资者理解。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新炬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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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神州有限公司自愿披露关于
在 2022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年会展示最新临床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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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百济神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在 2022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展示包括

公司 BTK抑制剂百悦泽泽布替尼胶囊）在内的药物组合的最新临床数据。
2、临床试验结果能否支持药品递交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能否最终获得上市批准以及何时获得上

市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潜在的投资风险，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对后续进展情
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在 2022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展示实体瘤和血液肿瘤药物组合中的 8 项研究
数据报告。 此次会议将于 2022年 6月 3日至 7日于美国芝加哥举行。 公司此次展示的数据重点包括
BTK抑制剂百悦泽R泽布替尼胶囊）的如下最新临床数据：

百悦泽 R 对比伊布替尼用于治疗华氏巨球蛋白血症患者的 3 期 ASPEN 临床试验的长期安全性
和有效性结果，中位随访时间为 43个月；

百悦泽 R 联合奥妥珠单抗对比奥妥珠单抗单药治疗复发/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患者的 2 期
ROSEWOOD临床试验的主要分析结果。

除了公布百悦泽·最新临床试验结果，公司还将在 6月 5日的摘要更新会议上对其早期开发管线
以及百泽安 R 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3 期临床试验 RATIONALE 309 的结果进行海报展示。
RATIONALE 309是一项 3期临床试验，评估百泽安 R联合化疗对比安慰剂联合化疗，用于一线治疗复
发或转移性鼻咽癌患者的效果。 这些结果已在 2022 年 4 月 19 日的 ASCO 全体大会系列会议上进行
了初步展示。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通用名：泽布替尼胶囊
剂型：胶囊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1类
百悦泽 R泽布替尼胶囊）是一款由百济神州科学家自主研发的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BTK）小分子

抑制剂，目前正在全球进行广泛的临床试验项目，作为单药和与其他疗法进行联合用药治疗多种 B 细
胞恶性肿瘤。 由于新的 BTK会在人体内不断合成，百悦泽 R的设计通过优化生物利用度、半衰期和选
择性，实现对 BTK蛋白完全、持续的抑制。 凭借与其他获批 BTK 抑制剂存在差异化的药代动力学，百
悦泽 R能在多个疾病相关组织中抑制恶性 B 细胞增殖。

二、ASPEN和 ROSEWOOD临床试验进展情况
1、ASPEN
ASPEN试验是一项随机、全球、开放性、多中心的 3 期临床研究，旨在评估百悦泽·对比伊布替尼

治疗复发/难治性或初治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患者。
在中位随访时间为 43个月时，百悦泽 R在WM患者中持续表现出具有临床意义的有效性和可耐

受的安全性特征。
探索性分析显示，相比伊布替尼，百悦泽·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更深度、更快速且更持久的缓

解；
百悦泽 R组取得完全缓解或非常好的部分缓解（CR + VGPR）的中位时间较短，为 6.7 个月（范围：

1.9 ~ 42.0个月），相比之下，伊布替尼组为 16.6个月（范围：2.0 ~ 49.9个月）；
在随访期间，与伊布替尼相比，接受百悦泽 R 治疗的患者因不良事件而导致死亡、治疗终止和剂

量降低的情况较少 ；
在所有时间段内，与伊布替尼相比，百悦泽·组房颤、高血压和出血的发生率均较低；接受百悦泽·

治疗的患者出现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时间较早，且发生率随着治疗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2、ROSEWOOD
ROSEWOOD 试验是一项随机、开放性的 2 期临床研究，旨在评估百悦泽 R 联合奥妥珠单抗对比

奥妥珠单抗单药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 2线或以上治疗的复发/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FL）患者。
ROSEWOOD试验已经达到主要终点———中位随访时间为 12.5个月时，百悦泽 R 联合奥妥珠单抗

组的总缓解率（ORR）为 68.3%，而奥妥珠单抗单药治疗组为 45.8%（p值= 0.0017）。 百悦泽 R联合奥妥
珠单抗治疗的总体耐受性良好，安全性结果与既往研究中对该两种药物的观察结果保持一致。

百悦泽R联合奥妥珠单抗可为患者带来深度和持久的缓解，完全缓解（CR）率为 37.2%，而奥妥珠
单抗单药治疗组则为 19.4%；百悦泽?联合奥妥珠单抗组的 18 个月缓解率为 70.9%，奥妥珠单抗单药
治疗组则为 54.6%；

百悦泽 R联合奥妥珠单抗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 直至下一次需要接受抗淋巴瘤治疗的时间显著
延长（分层风险比（HR）：0.37；p值 = 0.0001）；

百悦泽 R 联合奥妥珠单抗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 27.4 个月， 而奥妥珠单抗单药治疗组则为
11.2个月（HR：0.51[95%置信区间（CI），0.32 ~ -0.81]）；

百悦泽 R联合奥妥珠单抗组最常见的任何级别和 3 级及以上级别毒性为血液学毒性， 其他毒性
在两组间相似；

输液相关反应在奥妥珠单抗单药治疗组中更为常见。
三、风险提示
由于生物医药行业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公司的药物产品需完成药物早期发

现、临床前研究、临床开发、监管审查、生产、商业化推广等多个环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
响，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证明其药物功效和安全性的能力、药物的临床结果、药监部门审查流程对临床
试验的启动、时间表和进展的影响以及药物或新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技术审评及审批的进展、公司获
得和维护其药物和技术的知识产权的能力、公司依赖第三方进行药物开发、生产和其他服务的情况、
公司取得监管审批和商业化药品的有限经验、 公司获得进一步的营运资金以完成候选药物开发和实
现盈利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影响等。 因此，临床试验结果能否支持药品
递交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能否最终获得上市批准以及何时获批均具有不确定性，新适应症获批后能否
最终实现商业目的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潜在的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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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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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日：2022年 5月 26日
●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107.60万股
● 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人数：131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成了 2022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登记工
作，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2年 2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等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2年 2月 22日至 2022年 3月 3日， 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及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并于 2022年 3月 3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对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的议案》。

3、2022年 3月 10日，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等议案。 公司于 2022年 3月 11日对《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进行了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1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2022 年 3 月 10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向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22年 3月 10日
2、实际首次授予数量：107.60万股
3、实际首次授予人数：131人
4、授予价格：4.91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
6、实际授予数量与拟授予数量的差异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授权日后， 在办理本次限制性股票缴纳激励款项的过程中，1 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取消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000 股；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8,000股。 根据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授权，公司董事会对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
了调整。

本次调整后，公司实际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133 名调整为 131 名，实际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08.90万股调整为 107.60 万股。 除上述调整之外，公司本次实际首次授予登记
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公司前次经董事会审议情况完全一致。

7、本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 名 职 位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本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股本总额比
例

中层及管理骨干、核心技术 / 核心业务人
员（共 131人） 107.60 72.90% 0.29%

预留 40.00 27.10% 0.11%

合计 147.60 100.00% 0.40%

注： 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
致。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1、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所有限制性股票

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48个月。
2、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授予完成日起计，且授予日与首次解

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 12个月。
3、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30%

4、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1）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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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发生上述第 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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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激励对象出现上述第 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该激励对

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3）公司层面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 2022年-2024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

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 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
于 35%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
于 5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
于 70%

注：上述各指标计算时使用的净利润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并剔
除本次及其它员工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若各解除限售期内，公
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均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4）激励对象层面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考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评定

分为 A、B、C、D四个等级。

考核结果 合格 不合格

绩效评定 A B C D

解除限售系数 100% 80% 60% 0

上述考核标准 A级为 90分以上（含），B级为 80-89分，C级为 60-79分，D级为 59分以下（含）。
个人当年可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系数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则激励对象可按

照本计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则激励对象对应考核
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全部不得解除限售。 激励对象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
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执行。

四、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2022年 5月 12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203号），

经审验，截至 2022年 5月 9日止，公司已收到鲍方等 131名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股本）
合计人民币 1,076,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4,207,160.00元。

变更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67,822,078.00元，累计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367,822,078.00元。
五、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已于 2022年 5月 26日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六、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107.60万股，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七、股权机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64,571,698 0 364,571,69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174,380 1,076,000 3,250,380

总计 366,746,078 1,076,000 367,822,078

注：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相关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股本结构表为准。

八、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九、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
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
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 2022 年 3 月 10 日，以 2022 年 3 月 10 日收盘价，对实际首次授
予的 107.6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预测算，具体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摊销成本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限制性股票 391.66 190.94 137.08 53.85 9.79

本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将在成本费用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仅为以目前信息测算的数据，最终结果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5376 证券简称：博迁新材 公告编号：2022-026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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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宿豫支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60,000,000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年第 20期 3个月 A
● 委托理财期限：3个月
● 履行的审议程序：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8 日

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购买机构不限于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进行委托理财。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增加股东回报，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现金管理。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125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540.00 万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6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64,526,000.00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65,174,924.51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99,351,075.49元。 中汇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了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
[2020] 6749号《验资报告》。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宿迁宿豫支行 结构性存款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

年第 20期 3个月 A 6000 1.4%-3.4% -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个月 保本浮动收
益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负责提出购买理财产品业务申请并提供详细的理财产品资料，根据公司

审批结果实施具体操作，并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和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审计和日常
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3、监事会、独立董事根据需要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与监督。在公司审计
部门核查的基础上，如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认为必要，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宿豫支行。
（1）产品性质：保本浮动收益型。
（2）产品期限：3个月。
（3）浮动收益率范围：1.4%-3.4%。
（4）产品认购日：2022年 5月 26日。
（5）产品起息日：2022年 5月 31日。
（6）产品到期日：2022年 8月 31日。
（7）产品风险等级：低风险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投向为结构性存款。
（三）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委托理财，投资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本次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型，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符合资金管

理的相关要求。
2、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根据需要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与监督。在公司

审计部门核查的基础上，如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认为必要，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919）， 注册资本为 1,154,445

万元，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9,264.55 182,397.17

负债总额 20,476.61 19,312.26

资产净额 158,787.93 163,084.91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982.83 -7,684.53

（二）公司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的正常
运转，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本次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
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风险提示
虽然公司选取投资安全性较高、流动性好、风险性较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现

金管理类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主要面临
收益波动、流动性以及投资实际收益不达预期等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8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 2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及投资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
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4月 12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5.48 0

2 结构性存款 7,000.00 7,000.00 76.78 0

3 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34.87 0

4 结构性存款 8,000.00 8,000.00 7.67 0

5 结构性存款 6,000.00 0 0 6,000.00

合计 36,000.00 30,000.00 144.80 6,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0,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6.30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0.6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6,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4,00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00

特此公告。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636 证券简称：智明达 公告编号：2022-044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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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减持计划实施前， 自然人股东仪晓辉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071,429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13%，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并于 2022年 4月 8 日起上市流通。 仪晓辉于
2021年 7月离任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的规定，仪晓辉仍然处于董事虚拟任期内，直至 2023年 5月。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仪晓辉于 2022年 4月 7日向公司提交了《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了《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6）。 仪晓辉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计划发布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
内实施） 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计划发布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实施）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67,85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3%。

2022年 5月 27日，公司收到仪晓辉出具的《关于持有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已减持
股份数过半的告知函》，2022年 5月 5日至 2022年 5月 26日期间， 仪晓辉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减持公司股份 180,6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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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晓辉 5%以下股东 1,071,429 2.13% IPO前取得：1,071,42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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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仪晓辉 180,608 0.36% 2022/5/5 ～
2022/5/26

集 中 竞
价交易

93.00-115.0
0 18,800,000.00 890,821 1.77%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
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二）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仪晓辉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317 证券简称：之江生物 公告编号：2022-048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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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60 元/股（含）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58.635 元/股
（含）。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年 5月 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0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1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
案之日起 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7日、2022年 5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3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2-040）。

二、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2022年 5月 12日，公司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

议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 194,704,35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36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65,771,437.75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
045）。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5 月 26 日，除权（息）日为 2022 年 5 月 27 日。 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根据《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

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三、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60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58.635元/股（含），具体的价格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

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
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包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红股在内的其他形式的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

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此外，本次派送现金红利不进行差异化分配，因此，每股现金红
利为 1.365元。

综上所述，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60-1.365）/（1+0）=58.635元/股。
根据《回购报告书》，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

（含）。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后， 以公司目前总股本 194,704,350 股为基础， 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18,000 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58.635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3,069,838 股，约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577%。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 10,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58.635元/股进行
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705,467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876%。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
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 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
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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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192 证券简称：迪哲医药 公告编号：2022-023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
关于系列在研管线临床数据获选 2022 年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大会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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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在 2022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大

会报告四个自主在研项目的重要研究发现和临床数据，涵盖肺癌、血液瘤、乳腺癌等多个治疗领域。
2、 目前上述在研产品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结果能否支持药品上市申请、能否最终获

得上市批准以及何时获得上市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有
关规定对项目后续研发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宣布四个自主在研项目的重要研究发现和临床试验结果入选 2022 年度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大会，涉及的抗肿瘤候选药物包括舒沃替尼（DZD9008）、戈利昔替尼（DZD4205）、DZD1516 和
DZD2269，涵盖肺癌、血液瘤、乳腺癌等多个治疗领域，项目摘要已在 ASCO官网公布。

ASCO年会是全球肿瘤领域最权威和最受期待的学术盛会之一，公司五个临床在研产品中有四个
即将在 2022 ASCO年会发布临床数据，其中舒沃替尼以口头报告首次在 2021 ASCO 发布研究成果后
再次获选 2022 ASCO壁报讨论（Poster Discussion）。

一、2022 ASCO入选项目
（一）壁报讨论（Poster Discussion）
舒沃替尼是肺癌领域首个且唯一获得中美双突破性疗法认定的国创新药， 目前处于全球关键性

注册临床阶段，近日研究成果在国际顶尖期刊 Cancer Discovery（《癌症发现》，IF：39.397）发表。 本届
ASCO年会发布舒沃替尼在既往含铂化疗失败后 EGFR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非小细胞肺癌人群的疗
效分析结果，并且针对前线是否经过免疫治疗进行了亚组分析。 临床数据显示，舒沃替尼 100 mg及以
上剂量组均可观察到抗肿瘤疗效，其中关键剂量 300 mg 组最佳肿瘤缓解率 (ORR) 达到 48.4%，疾病
控制率（DCR）达到 90.3%。 亚组分析显示，前线免疫治疗对舒沃替尼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没有影响。

（二）壁报（Poster Session）
1、戈利昔替尼
戈利昔替尼是 T细胞淋巴瘤领域全球首个且迄今为止唯一处于全球关键性注册临床阶段的高选

择性 JAK1抑制剂。 本届 ASCO年会发布戈利昔替尼治疗复发难治性外周 T细胞淋巴瘤（r/r PTCL）的
国际多中心 I/II期临床研究数据。 临床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戈利昔替尼肿瘤缓解率
（ORR）达 42.9%，最长缓解持续时间（DoR）超过 14 个月，在多种常见 PTCL 亚型中均观察到肿瘤缓
解，并在既往接受过 HDAC抑制剂、干细胞移植的患者中观察到不错的疗效信号。 凭借其优异的有效
性、安全性和耐受性，戈利昔替尼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快速通道认定，此前 I/II 期临床研
究结果入选 2021年第 16届国际恶性淋巴瘤大会（ICML）与 2022年第 30届欧洲血液协会年会（EHA）
口头报告。

2、DZD1516
DZD1516是全球创新型具有完全穿透血脑屏障能力的高选择性 HER2 抑制剂。 HER2 阳性乳腺

癌发生中枢神经系统（CNS）转移的比例高达 40%–60%，而现有大部分化疗或大分子靶向药物不能有

效通过血脑屏障。 公司基于特有的脑转移及脑膜转移模型技术平台设计并开发 DZD1516， 将在本届
ASCO年会发布治疗 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MBC）的安全性和药代动力学(PK) 特征。 国际多中心 I
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 DZD1516在每日两次低于 300 毫克的给药剂量范围内表现出良好的耐受性，基
于其对野生型 EGFR有高于 300倍以上的选择性， 无患者发生腹泻或皮疹的不良反应事件。 患者体
内，DZD1516 和其代谢物 DZ2678 的 Kpuu,CSF（脑脊液与血浆中游离药物浓度的比值）分别约为 2.13
和 0.66，表明 DZD1516能够完全穿透血脑屏障。

（三）线上发布（Online Publication）
DZD2269是全球创新型高选择性腺苷 A2a 受体（A2aR）拮抗剂，全球范围内尚无 A2aR 拮抗剂产

品获批。 细胞外腺苷是体内天然存在的免疫抑制物，虽然在正常组织或血液中浓度较低，但在肿瘤微
环境 (TME) 中可能会高出 1,000 倍以上。 本届 ASCO 年会发布的是在健康受试者中开展的 I 期、双
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旨在评估 DZD2269 的安全性、PK 以及对生物标志物的作用。 初步研究结果表
明，单剂量口服 DZD2269（5 mg – 160 mg）安全性及耐受性良好，并且显示出良好的 PD-PK 相关性。
单剂量 80mg 的 DZD2269 可实现持续 24 小时的 90%的 p-CREB 抑制；36 例健康受试者接受了单次
口服剂量的 DZD2269， 未观测到 3 级及以上 TEAE 或严重不良事件（SAE）。 上述临床数据支持
DZD2269 在肿瘤领域进一步临床开发。

二、入选项目大会报告议程

第一作者 标题 议程

Pasi�A.�Janne教授
舒沃替尼在既往含铂化疗及前线免疫治疗
失 败 后 EGFR� 20 号 外 显 子 插 入 突 变
NSCLC人群的疗效

摘要编号：#9015
分会场：肺癌 – 非小细胞肺癌 D1厅
时间：北京时间 2022年 6月 7日（周二）早上 02：00

Won� Seog� Kim 教
授

戈利昔替尼，高选择性 JAK1 抑制剂，用于
治疗复发难治性外周 T 细胞淋巴瘤 I/II 期
临床研究数据

摘要编号：#7563
分会场：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 淋巴瘤和慢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
时间：北京时间 2022年 6月 4日（周六）晚上 21：00

胡夕春教授
DZD1516， 完全穿透血脑屏障的高选择性
HER2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用于治疗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初步安全性、药代动力学
临床研究数据

摘要编号：#1038
分会场：乳腺癌 -转移性
时间：北京时间 2022年 6月 6日（周一）晚上 21：00

刘子仪博士
DZD2269， 针对解除高浓度腺苷引起的免
疫抑制作用的高选择性腺苷 A2a 受体拮抗
剂之临床药代动力学、药效关系研究

摘要编号：e15106

三、风险揭示
由于研发药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研发到上市周期长、环节多，存在诸

多不确定因素，目前上述在研产品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结果能否支持药品上市申请、能否
最终获得上市批准以及何时获得上市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项目后续研发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092 证券简称：爱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0

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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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35.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34.73元/股（含）。 ?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年 5月 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回购的股份拟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5 元/股，回购
股份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7 日、2022 年 5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4）、《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2-027）。

二、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 2022年 5月 6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1 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2.7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2年 5月
20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5 月 25 日，除权（息）日为
2022年 5月 26日。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根据《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
简称“《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
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
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三、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35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34.73元/股（含）。 具体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

红股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此外公
司本次派送现金红利不进行差异化分配，因此，每股现金红利为 0.27元。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35-0.27)+0]÷(1+0)=34.73元/股。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含）。 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后，按照本
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4,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34.73 元/股进行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151,7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1.95%；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2,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34.73
元/股进行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575,8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97%。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 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
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080 证券简称：映翰通 公告编号：2022-021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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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召开公
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公司原计划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

由于北京市目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特殊防控时期，为积极配合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相关要求，同时保护股东、股东代表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依法保障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对疫
情防控期间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注意事项做出如下提示：

一、建议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保护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参会人员的身

体健康，减少人员聚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建议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调整现场会议召开方式为通讯会议方式
基于北京市疫情防控要求，本次股东大会无法在会议召开地点设置会议现场，现场会议召开方式

调整为以通讯方式召开。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年 5月 24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可
选择通讯方式参会。 拟以通讯方式出席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需在 2022年 5月 30日 17:00前向公司发
送电子邮件（邮箱地址：inhand@inhand.com.cn）进行参会登记，登记所需资料或文件与现场召开股东大
会的要求一致。 公司将会向登记参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提供会议通讯接入信息，请获取会议接入信
息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勿向他人分享该信息。 未在前述要求的登记时间前确认参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将无法以通讯方式接入本次股东大会，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除上述调整外，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6日披露的《关于召开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列明的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690 证券简称：纳微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3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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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公司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申请的审核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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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能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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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88131 证券简称：皓元医药 公告编号：2022-040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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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5 日披露的《上海皓元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中对本次交易涉
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
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董事会或者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交
易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向WANG YUAN（王元）、上海源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启东源力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九胜创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药源药物”）100%股权，同时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安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不超过 5,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
定》等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鉴于本次交易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上

海安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2年 3月 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5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上海皓元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2年 4月 2日、2022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已与相关中介机构签署了服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待相关工作完成
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议案，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三、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交易双方已经签署了《关于收购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在标

的公司资产评估结果确定后，各方将根据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最终协商确认，并另行签署相关协
议。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后可正式实施，交易能否获得批准以及最终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本次交
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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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的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517 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22-032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中标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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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中标（成交）结果公告，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阳金冠智能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开关”）合计中标 4,499.77 万
元，详细中标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中标主体 中标产品 中标金额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十四批采购（输变电项
目第二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避雷器 1,429.06

南阳金冠智能开关有
限公司 开关柜 1,091.25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十七批采购（输变电项
目第一次 35-220千伏设备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避雷器 337.60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
议库存招标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配电箱
（JP柜） 577.39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
议库存招标采购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配电箱
（JP柜） 1,064.47

合计中标 4,499.77

本公司所披露的中标项目仅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本周内公示的中标公告。
本次中标金额约占 2021年营业收入的 7.49%， 中标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智能开关尚未与招标人就中标项目签订正式合同，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