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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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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月

14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月17日下午13:30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 会议由董事长黄晖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瀛通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对产业基金后续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主要内容：会议同意终止对深圳智度惠信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后续3,000万元投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的《关于终止对产业基金后续投资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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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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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通知于2020年1月14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月17日下午

14:30以现场与通讯结合方式在东莞市瀛通电线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

名，实际出席3名，其中现场出席2名，通讯方式出席1名（监事丁恨几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

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钪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曾子路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对产业基金后续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主要内容：会议同意终止对深圳智度惠信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后续3,000万元投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的《关于终止对产业基金后续投资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三、备查文件

1、《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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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对产业基金后续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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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对产业基金后续投资的议案》，同意

公司终止对深圳智度惠信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惠信基

金” ）的后续投资。

本次终止对产业基金后续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同业竞争，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2018年7月19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认购深圳惠信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份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认购惠信基金

的基金份额。 惠信基金总规模30亿元，其中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LP）认购人民币6,000万

元，其他合格投资者拟认购不超过29.25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7月20日、2018年8月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中国证券报》 的 《关于认购深圳惠信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8）、《关于认购深圳惠信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份额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6）。

2018年10月，公司签署了《深圳智度惠信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伙协议》， 惠信基金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南山市

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2019年1月3日，惠信基金取得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出具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EW75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在2018年10

月26日、2019年1月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的《关于认购深圳惠信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0）、《关于认购深圳惠信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9-005）。

二、终止对产业投资基金出资的原因及调整情况

公司原计划向惠信基金投资金额为6,000万元，截至目前，已按计划完成出资3,000万元。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实现战略目标，并经与有关各方充分讨论和友好协商，公司

拟不再对惠信基金进行后续投资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已出资部分继续按原协议执行。

公司已按约定完成前期3,000万元缴款，无论后续募集资金总额是否达到基金成立时的要

求，均与公司无关。

公司后续将与惠信基金其他合伙人共同签署补充协议， 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信披义

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终止对惠信基金后续投资的决定，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和未来资金使用计

划，已投资金不受影响，不改变原产业投资基金其他各项安排，不会对原产业投资基金的实施

产生重大性影响。

本次终止剩余投资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终止对产业基金后续投资的议案》， 本次终止对惠信基金的后续投资，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

要，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公司终止对惠信基金进行后续投资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事

项。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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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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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期权登记数量：74.4万份

●股票期权登记人数：12人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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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或“宝钢包装” )完成了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8年10月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2018年10月13日至10月23日，公司在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3、2018年12月17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原则同意公司实施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4、2018年12月21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5、2018年12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

期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

6、2019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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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股票期

权首次授予登记手续。

7、2019年11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

二、本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19年11月29日

2、授予数量：74.40万份

3、授予人数：12人

4、行权价格：5.39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 A�股普通股。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情况

（1）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至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最

多不超过72个月。

（2）股票期权自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内为等待期。在等待内，股票期权予以限售，不得

转让、不得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3）股票期权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满 24个月后分三期行权，每期行权的比例分别为

1/3、1/3和1/3，实际可行权数量应与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挂钩。具体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权益数量比

例

第一个

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二个

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三个

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60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三、本次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2020年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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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预留股票期

权授予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期权名称：宝钢包装期权

2、期权代码（分三期行权）：0000000424、0000000425、0000000426

3、本次授予登记的人员及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权益数量

(

万份

)

占授予总量比例

（%）

占股本总额比例

（%）

刘长威 董事

30 40.32% 0.036%

其他核心骨干员工

44.4 59.68% 0.053%

合计

74.4 100.00% 0.089%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登记人员名单及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予预留股票期

权的公告》和《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内容一致。

四、本次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的相关规定，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

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经测算，预留授予的74.40万份股票期权在2019年-2023年成本摊销情况如下:

2019

年

（

万元

）

2020

年

（

万元

）

2021

年

（

万元

）

2022

年

（

万元

）

2023

年

（

万元

）

2.42 29.02 27.90 14.88 6.14

股票期权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

数据，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日收盘价和授予数

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示投资者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上述

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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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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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剑桥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

下简称“IPO” ） 前股东宁波安丰和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安丰和

众” ）、杭州安丰宸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丰宸元” ）和宁波安丰领

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丰领先” ）为同一管理人控制下的企业，在本

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197,278股 （占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4.04%）。 上述股份来源于IPO前已持有的股份以及2017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

且安丰和众、安丰领先所持股份已于2018年11月16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安丰宸元所持股份已

于2019年3月29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9年6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049）。 安丰和众、安丰宸元、安丰领先计划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十五个交

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 在

任意连续90日内，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减持价格按照市

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实施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下简称“转

增”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公司总股本由128,780,022股变更为167,414,

029股。 因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存在上述股本变动情况，故安丰和众、安丰宸元、安丰领

先原减持计划中的减持数量相应进行调整。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2020年1月16日，本次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安丰和众、安丰宸元、安丰

领先在本次计划减持时间区间内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979,500股 （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的

1.76%）。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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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丰和众

、

安丰宸元

、

安丰领先

5%

以下股东

5,197,278 4.04%

IPO

前取得

：3,403,537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793,741

股

注：上述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得。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 安丰和众持有2,000,500股， 占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1.55%；安丰宸元持有2,554,500股，占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的1.98%；安丰领先持有642,

278股，占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的0.50%。 上述股份数量均为相关减持股东在《股东减

持计划公告》披露日的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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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丰和众

、

安丰宸元

、

安丰领先

5,197,278 4.04%

同一管理人控制下的企业

合计

5,197,278 4.04%

一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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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丰和众

、

安丰

宸元

、

安丰领先

2,979,500 1.76%

2019/7/24～

2020/1/16

集中竞

价交易

22.32－32.99 79,836,058.60

未完成

：368,

780

股

3,776,962 2.23%

注：1、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实施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新增

股份于2019年8月23日起上市流通。

2、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安丰宸元于转增前和转增后分别减持了105,000股（相当

于转增后136,500股）和2,093,000股；转增前的减持价格区间为29.01元/股-30.01元/股（相当于

转增后22.32元/股-23.08元/股），转增后的减持价格区间为24.79元/股-32.99元/股。

3、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 安丰和众于转增后减持了75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为

25.60元/股-28.66元/股。

4、截至2020年1月16日，安丰和众持有1,850,650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1.09%；安丰宸元

持有1,091,350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0.64%；安丰领先持有834,962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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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1/18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 � � �公告编号：2020-001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986号文《关于核准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16年6月24日采用网下询价配售方式向询

价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00,000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为每

股人民币34.00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850,000,000.00元，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扣减尚未

支付的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21,400,000.00元后， 余额828,600,000.00元于2016年6月29日汇入

本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内，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账户号 开户行 存入金额

（

元

）

1 748467418847

中国银行中银花园支行

828,600,000.00

合计

828,600,000.00

另扣减审计验资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2,025,000.00元后，本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26,575,000.00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6]48300002号” 验资报告。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

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于2015年8月制订了《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

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蜜支行、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水榭花都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中银花园支行、招商银行深圳深纺支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注：根据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银花园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瑞和股份与信义光

能（六安）有限公司为共同甲方。 ）

上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

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主体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募投项目 备注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深圳中银花园支行

748467418847

金寨县白塔畈信义

100MWp

光伏并网电站

项目

已销户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深圳香蜜支行

20000016706600011534982

定制精装

O2O

平台建设及营销网络升级项

目

已销户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华侨城支

行

41003000040022052

定制精装

O2O

平台建设及营销网络升级项

目

已销户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深圳宝安支行营业

部

73070122000089429

定制精装

O2O

平台建设及营销网络升级项

目

已销户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水榭花都

支行

128903131710866

光伏建筑一体化研发中心项目 已销户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深圳蛇口支行

697763836

补充流动资金 已销户

深圳瑞和家居装饰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支行

755940742510701

定制精装

O2O

平台建设及营销网络升级项

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金寨县白塔畈信义100MWp光伏并网电站项目” 、“光

伏建筑一体化研发中心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定制精装

O2O平台建设及营销网络升级项目”已变更实施主体且节余资金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分

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便于账户管理，公司已于近日办理完账户主体为深圳瑞和建筑

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详见上表）。 子公司深圳瑞和家居装饰科技

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账号：755940742510701）属于

“定制精装O2O平台建设及营销网络升级项目” ，该账户将继续使用直至“定制精装O2O平

台建设及营销网络升级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

荐机构及IPO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署的相对应部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816� � � �证券简称：京沪高铁 公告编号：2020-001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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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2885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28,563.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4.8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67,387.44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4,033.32万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063,354.12万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

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0年1月10日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1439号《验资报

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并于2020年1月10日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

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开

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于2020年1月10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

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募集资金金额

（

万元

）

专户用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

纪城支行

110907531910816 3,065,824.808662

收购京福安徽公司

65.0759%

股权

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金额大于募集资金净额，原因是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金额包含部分尚

未划转的发行费用。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作为甲方）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作为乙方）、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作为

丙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 账号为

110907531910816，截至2020年1月10日，专户余额为3,065,824.808662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收购京福安徽公司65.0759%股权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 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

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

及时通知丙方。 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 甲方不得

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晨宁、刘先丰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邮件

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的授权由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三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公司、中信建投证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253� � �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2020-001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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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游志胜先生的通知，获悉游志胜先生将其质押给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本次展期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

股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开始日

期

原质押到期

日期

展期后质押

到期日期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游志胜 是

6,220,000 30.21% 2.76%

是 否

2018

年

1

月

17

日

2020

年

1

月

17

日

2021

年

1

月

17

日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融资

2,720,000 13.21% 1.21%

是 是

2018

年

2

月

6

日

2020

年

1

月

17

日

2021

年

1

月

17

日

补充质押

967,000 4.70% 0.43%

是 是

2019

年

1

月

11

日

2020

年

1

月

17

日

2021

年

1

月

17

日

补充质押

合计

9,907,000 48.12% 4.39% - - - - - - -

注：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公告》（2018-001）、《关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关于控股

股东、 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3）。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游志胜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游志胜

20,589,033 9.13% 9,907,000 48.12% 4.39% 9,907,000 100% 5,534,775 51.81%

注：游志胜先生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故上表中的“已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及“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均系高管锁定股。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是游志胜先生对前期质押股份的延期购回，不涉及新

增融资安排。

2.�游志胜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

公司利益的情形。

3.�游志胜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

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22�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0-007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唑来膦酸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

发的化学药品“唑来膦酸注射液” 的《药品注册批件》，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唑来膦酸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0ml：4mg（按C5H10N2O7P2计）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申报阶段：生产

受理号：CYHS1800287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003010

申请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评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唑来膦酸注射液（100ml：4mg）为诺华公司开发的双膦酸盐类药物，2001年在欧盟首获批，

后相继在美国、日本等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恶性肿瘤引起的高钙血症，以及联合标准抗肿瘤药

物用于治疗实体肿瘤骨转移患者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骨骼损害。

骨转移为恶性肿瘤常见并发症，引起骨痛、病理性骨折、高钙血症等一系列骨相关事件，严

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显著缩短患者生存时间。 临床治疗以骨改良药物为基础，同时联用常规

抗肿瘤治疗和对症支持治疗。 双膦酸盐为常用的骨改良药物。

唑来膦酸为第三代双膦酸盐，与第一、二代相比，具有抗骨吸收作用更强、降低骨相关事件

发生率疗效更优的临床优势， 为目前全球唯一批准用于实体瘤不同类型骨转移和多发性骨髓

瘤骨骼损害的双膦酸盐类药物。 目前唑来膦酸已被美国NCCN《多发性骨髓瘤临床实践指南

（2020.V2）》、中国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2018V1》等国内外权威指南和专家共识推荐使用。

我公司唑来膦酸注射液（100ml：4mg）为国内首家获批的输液剂型，与现有的粉针与水针剂型

相比，具有可直接静脉输注、有效防止错配与配制污染、提高用药安全和医护效率的优势。 2018

年唑来膦酸粉针和水针中国销售12.4亿元。

公司唑来膦酸注射液（100ml：4mg）为2015年国家药监政策改革后，按照仿制药必须与原

研一致的要求研究、申报与获批，质量和疗效与原研（商品名：ゾメタ/ZOMETA，ノバルティ

スファーマ株式会社生产）等同。

二、风险提示

药品获得批件到生产销售期间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

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