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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9日一2019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上午9:30一11:

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9

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铁岭北路2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4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良光先生

7、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136,709,601�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80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6,

693,701�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976%。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亦出席了本次大会。公司董事会聘请国浩律师（福

州）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60,015,90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830%。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本次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136,69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股数为15,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116%；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8,308,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

股数为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0%；弃权股数为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136,69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股数为15,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116%；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8,308,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

股数为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0%；弃权股数为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136,69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股数为15,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116%；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8,308,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

股数为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0%；弃权股数为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四）《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136,69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股数为15,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116%；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8,308,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

股数为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0%；弃权股数为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五）《关于2019年度至2020年上半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租赁公司融资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136,69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股数为15,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116%；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8,308,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

股数为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0%；弃权股数为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至2020年上半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租赁公

司融资的议案》。

（六）《关于2019年度至2020年上半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采用买方信贷结算方式的客户

提供担保的议案》

（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子议案

赞成股数为136,69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股数为15,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116%；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8,308,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

股数为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0%；弃权股数为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公司为采用买方信贷结算方式的客户提供担保的子议案

赞成股数为136,69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股数为15,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116%；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8,308,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

股数为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0%；弃权股数为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至2020年上半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采用买方信

贷结算方式的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七）《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136,69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股数为15,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116%；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8,308,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

股数为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0%；弃权股数为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2018年度不派发

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八）《关于续聘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赞成股数为136,693,7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股数为15,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116%；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以下：

赞成股数为8,308,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

股数为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0%；弃权股数为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李豪律师、肖文龙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关于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

合法有效，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关于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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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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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夹溪路378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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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55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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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1.5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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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董事长

王江林先生因公出差不能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朱思东

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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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董事长王江林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曾卫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陈建富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梅益敏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

管蒋卫东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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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01,500 99.9213 56,300 0.078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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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01,500 99.9213 56,300 0.078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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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01,500 99.9213 56,300 0.0787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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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05,700 99.9271 52,100 0.0729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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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股

71,501,500 99.9213 56,300 0.0787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9年度财务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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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01,500 99.9213 56,300 0.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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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91,333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

股股东

1,210,167 95.5545 56,300 4.4455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500 3.5545 40,700 96.4455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208,667 98.7257 15,600 1.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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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公司关于

2018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460,167 89.0990 56,300 10.9010 0 0.0000

6

公司关于续聘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

2019

年

度财务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460,167 89.0990 56,300 10.901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至第4项议案、第6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

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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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事务所

律师：尹德军、阮曼曼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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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9-062

债券代码：128038� � � �债券简称：利欧转债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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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于2019年4月27日以公告

形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

下午15：00在浙江省温岭市东部新区第三街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9

日-2019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

月20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王壮利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浙江天册

律师事务所张诚毅律师、赵龙廷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05,574,602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24.1382%。 其中， 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

604,773,37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126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人数2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801,22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120%；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人数

为2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06,43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693%。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05,262,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5%；反对

312,483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293,95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64%； 反对312,483

股；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05,262,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5%；反对

312,483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293,95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64%； 反对312,483

股；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05,252,2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9%；反对

322,383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284,05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15%； 反对322,383

股；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605,262,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5%；反对

312,483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293,95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64%； 反对312,483

股；弃权0股。

5、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5,241,5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反对

333,083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273,35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692%； 反对333,083

股；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05,262,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5%；反对

312,483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293,95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64%； 反对312,483

股；弃权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5,262,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5%；反对

312,483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293,95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64%； 反对312,483

股；弃权0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授信规模及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5,206,6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反对

358,046股；弃权9,90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238,4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124%； 反对358,046

股；弃权9,90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5,251,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9%；反对

323,183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283,25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841%； 反对323,183

股；弃权0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5,200,0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7%；反对

374,546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231,8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691%； 反对374,546

股；弃权0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自查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05,262,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5%；反对

312,483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293,95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64%； 反对312,483

股；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张诚毅律师、赵龙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利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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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呈斌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作2018年度述职报告。该报

告对2018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

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等情况进行了介绍。《独

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已于2019年4月27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

六、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1607� � � �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编号：2019-041

债券代码：155006� � � � �债券简称：18�上药 01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羟基雷公藤内酯醇片临床试验取得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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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 或“公司” ）与中国科学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合作开发的羟基雷公藤内酯醇片（以下简称“该药物”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并将于近期启动Ⅱ期临床

试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该药物基本信息

通用名：羟基雷公藤内酯醇片

剂型：片剂

规格：0.5mg、1mg

拟用适应症：类风湿性关节炎

治疗领域：自身免疫性疾病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化学药品1类

申请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报受理号： CXHB1800076、CXHB1800077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18�年10月31日受

理的羟基雷公藤内酯醇片(0.5mg、1mg)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继续开展进一步

的探索性临床试验。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羟基雷公藤内酯醇片是一个全新的口服小分子化合物，由雷公藤主要活性成分通过化学

结构改造筛选获得。2018年10月3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的临床试验补充申请获得受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截至目前，该药物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约3,718万元人民币。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情况

EvaluatePharm数据显示，临床上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主要药物阿达木单抗注射液2018

年全球销售额为204.76亿美元，其中美国艾伯维公司生产的修美乐（阿达木单抗注射液）销

售额为199.36亿美元。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获得的“羟基雷公藤内酯醇片剂” 的临床试验通知书，对公司近期经营业绩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后，还须开展临床

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

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37� � � �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9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烟

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集团” ）的通知，获悉恒邦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

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解除质押、质押的基本情况

1.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万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恒邦集团 是

600

2018

年

9

月

5

日

2019

年

5

月

17

日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1.84%

恒邦集团 是

1,570

2018

年

11

月

7

日

2019

年

5

月

17

日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4.81%

2.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

万

股

)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恒邦集团 是

2,650

2019

年

5

月

17

日

办理解除质

押手续之日

止

江西铜业

股份有限

公司

8.11%

融资

恒邦集团 是

1,570

2019

年

5

月

17

日

办理解除质

押手续之日

止

江西铜业

股份有限

公司

4.81%

融资

3.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恒邦集团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32,660.3966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35.87%。其中，已累计质押持有的公司股份数为32,660.39万股，占所持有公司股份

数的比例为10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5.87%。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关于股票解除质押及质押的通知。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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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厦门金达威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威投资” ）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逐笔列示）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厦门金达

威投资有

限公司

是

11,600,000 2019.5.17

至申请解

除质押之

日

中国中投

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5.32%

融资

合计

11,600,000 5.32%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金达威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217,875,632股（其中16,265,060股为限售股，

201,610,572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5.34%。 上述质押的股份数量11,6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8%；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169,315,06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77.71%，占公司总股本的27.46%，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

金达威投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股份质押用于置换前期质押的

股票， 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其所持有的股票目前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情

形。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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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上

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上海康 峰

投资管 理

有限公司

是

流通股

28,030,000

股

2019

年

5

月

8

日

2019

年

5

月

17

日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0.15%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276,066,

7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52%，累计质押本公司股票139,88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

的50.67%，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68%。公司实际控制人陆仁军先生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57,884,

0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11%，陆仁军先生未质押本公司股票。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康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陆仁军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333,950,776股， 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75.63%，合计累计质押本公司股票139,880,000股，累计质押股份数占其持股总数的

比例为41.8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68%。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其质押行为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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