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0540 中天金融 B11

000597 东北制药 A32

000651 格力电器 B12

000758 中色股份 B11

000885 城发环境 B3

000953 *ST河化 B12

000990 诚志股份 B1

002079 苏州固锝 B1

002099 海翔药业 B1

002100 天康生物 B18

002121 科陆电子 B1

002131 利欧股份 A27

002152 广电运通 B18

002212 南洋股份 B22，B22

002259 *ST升达 B7

000333 美的集团 B12

深市主板

002022 科华生物 B1

深市中小板

002308 威创股份 B25

002309 中利集团 B11

002314 南山控股 B12

002321 华英农业 B2

002340 格林美 B11

002391 长青股份 B14

002422 科伦药业 B7

002429 兆驰股份 B11

002439 启明星辰 B2

002483 润邦股份 B22

002517 恺英网络 B25

002573 清新环境 B21

002587 奥拓电子 B7

002625 光启技术 A27

002656 ST摩登 A32

002663 普邦股份 B11

002701 奥瑞金 B6

002728 特一药业 B10

002741 光华科技 B22

002751 易尚展示 B22

002759 天际股份 B18

002766 *ST索菱 B6

002812 恩捷股份 B6

002816 和科达 B7

002821 凯莱英 B5，B6

002829 星网宇达 B6

002846 英联股份 B8

002919 名臣健康 B3

002976 瑞玛工业 A9，A10，A11，A12

300819 聚杰微纤 A28

600267 海正药业 B22

600522 中天科技 A32

300817 双飞股份 A27

创业板

600077 宋都股份 A27

沪市主板

600535 天士力 B1

600568 中珠医疗 B10

601117 中国化学 B3

601229 上海银行 B1

601696 中银证券

A17，A18，A19，A20，A21，

A22，A23，A24，A25，A26

603214 爱婴室 B25

603217 元利科技 B10

603290 斯达半导 A27

603358 华达科技 B2

603568 伟明环保 B18

603636 南威软件 B10

603648 畅联股份 B3

603822 嘉澳环保 B11

603948 建业股份 A27

688090 瑞松科技 A1

688169 石头科技 A8

688010 福光股份 B25

科创板

688177 百奥泰 A13，A14，A15，A16

688200 华峰测控 A29，A30，A31

688233 神工股份 A28

688398 赛特新材 B22

富安达基金 B25

富国基金 B21

富国研究优选沪港深 B9，B10

富国中证军工 B13，B14

工银瑞信 B22

国泰基金 B21

红塔红土基金 B16

华夏基金 B25

汇丰晋信基金 B12

汇添富沪深300A B28

汇添富沪深300交易 B26

大成基金 B22

基金

汇添富中证上海国企ETF B27

嘉实基金 B25

金鹰核心资源 B23，B24

金鹰基金 B14

金鹰稳健成长 B17，B18

金鹰鑫益A B15，B16

金鹰元和A B19，B20

景顺长城基金 B25

诺安新兴产业 B4

鹏华基金 B14

泰信基金 B16

同泰基金 B2

湘财基金 B21

兴银基金 B21

易方达基金 B14

中科沃土基金 B3

中信保诚基金 B22

中邮创业基金 B16

其它

上海产权 B2

神州长城 B2

证券代码：002079� � � �证券简称：苏州固锝 公告编号：2020-002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

实施进展暨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股东谢倩倩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0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2），公司副总经理谢倩倩女士因个人财务需要，计划在该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6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091%。

近日公司收到谢倩倩女士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获悉本次

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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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现将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份减持的基本情况

1、股份来源：公司股权激励行权股份。

2、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公司总股本（股）

减持比例

（%）

谢倩倩 集中竞价

2月11日 12.21 10,000 727,971,487 0.0014

2月13日 13.81 18,000 727,971,487 0.0025

2月14日 15.23 38,017 727,971,487 0.0052

合计 66,017 727,971,487 0.0091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谢倩倩

合计持有股份 264,068 0.0363 198,051 0.027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4,068 0.0363 198,051 0.02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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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情况符合此前披

露的减持计划。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4、谢倩倩女士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5、本次减持不存在需遵守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

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79� � � �证券简称：苏州固锝 公告编号：2020-003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

实施进展暨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股东滕有西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0-001），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滕有西先生因个人财务

需要， 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

公司股份不超过163,89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225%。

近日公司收到滕有西先生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获悉本次

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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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现将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份减持的基本情况

1、股份来源：公司股权激励行权股份。

2、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公司总股本（股）

减持比例

（%）

滕有西 集中竞价 2月14日 14.83 163,895 727,971,487 0.0225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滕有西

合计持有股份 655,580 0.0901 491,685 0.06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55,580 0.0901 491,685 0.06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制度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情况符合此前披露

的减持计划。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4、滕有西先生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5、本次减持不存在需遵守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

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229� � �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0-008

优先股代码：360029� � � �优先股简称：上银优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代表监事变更的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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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20年2月14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冯雪飞女士的辞呈，因工作变动，冯雪飞女士

辞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冯雪飞女士已确认与本公司监事会

无不同意见，亦没有任何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公司股东。本公司监事会对冯雪飞女士任职期间

为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本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八次联席会议于2020年2月14日选举张宏彪先生、林利群先

生担任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张宏彪先生和林利群先生的简历如下：

张宏彪，男，1968年1月出生，毕业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高级管理

人员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现任上海银行市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闵行上银

村镇银行董事长。 曾任上海银行松江支行行长、上海银行办公室主任、上海银行党委办公室主

任。

林利群，男，1964年8月出生，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理硕士，高级

经济师。 现任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党委书记。 曾任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行长。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20016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科陆电子，股

票代码：002121）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0年2月12日、2020年2月13日、2020年2月14日）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通过邮件、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向公司主要股东深圳

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饶陆华先生，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

核实，现就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除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按照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积极采取了一系列疫情防

控措施，并延迟于2020年2月12日起逐步复产复工，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

生重大变化。

4、公司、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饶陆华先生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和饶陆华先生未买卖本

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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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目前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20年1月22日披露了《2019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0亿元-25亿元， 具体内容请详见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22� � �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2020-004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有关项目获得地方政府专项资金支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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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主要内容

近日，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华生物” ） 控股子公司西安

天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天隆” ）、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天

隆” ）分别收到地方政府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1、西安天隆收到西安市科学技术局和西安市财政局下发的《关于下达西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应急防治科技专项（第一批）项目的通知》（市科发【2020】10号），西安天隆“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产品规模化生产及应急推广应用” 课题项目获得财政资金专项支持50万元；

2、苏州天隆收到苏州市财政局和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下达核酸检测试剂和

疫苗生产研发企业专项资金的通知》（苏财建 【2020】9号）， 苏州天隆的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核酸检测试剂盒及配套核酸提取试剂盒产业化” 项目获得财政资金专项支持200万

元。

以上专项资金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未来是否持续发生存在不确定性。

二、专项资金补助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专项资金补助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

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上述补助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专项资金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

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与公司

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公司

将在收到上述政府补助款项后计入其他收益，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

3、专项资金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公司2020年度利润总额131.75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后续进展情况的披露

苏州天隆已于2020年2月14日收到上述专项资金，西安天隆尚未收到上述专项资金，公司将在

后续收到款项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有关政府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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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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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已获2020

年2月12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2019年

度公司拟以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555,709,365股（已扣除存放于股票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的63,005,8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股

利466,712,809.50元(含税)。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

施期间若公司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63,005,888股公司股票。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1,555,709,36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

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2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2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2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2月21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03 浙江东港投资有限公司

2 01*****704 王云富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2月13日至登记日：2020年2月20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

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466,712,809.50=1,555,709,365股×0.3

元/股。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

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288323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

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288323元/股=466,712,809.50元÷1,618,715,253股）。

综上，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

盘价-0.288323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支路100号 咨询联系人：蒋如东

咨询电话：0576-89088166�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0576-8908812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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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抗病毒药物研制提供起始原料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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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提供D-核糖产品作为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生

产研制的起始原料，公司将克服疫情、全力保障产品生产，优先满足上述起始原料的供应需求，

履行公司的社会责任。

2、合作方相关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能否研发成功及能否成功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

不确定性。

一、研制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起始原料D-核糖产品情况

D-核糖是一种天然戊糖，存在于所有细胞中，是核苷酸、多种辅酶和遗传物质核酸的重要

组成成分，也是能量物质三磷酸腺苷(ATP)的结构成分，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和应用前景。 D-

核糖系列产品自2001年开始作为公司重点打造的业务领域，经过近二十年的持续投入和发展，

旗下子公司诚志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志生命科技” ）已成为全球唯一一家同时拥

有D-核糖产品制造及应用领域知识产权布局的创新型企业。 截止2019年底，诚志生命科技共

拥有D-核糖相关发明专利累计153项， 获得BRC� A级认证 （英国零售商协会的食品安全认

证）、美国FDA� GRAS备案等资质，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D-核糖系列产品产销近年增长较快，目前已在全球市场领域居主导地位，广泛应用

于医药、营养保健、食品饮料、临床营养等市场领域。 在其重要应用的医药领域，D-核糖是多种

核苷类、抗肿瘤等多种药物的重要中间体和起始原料，目前临床使用的抗病毒药物中近50%是

核苷类药物，比如卡培他滨、替卡格雷和瑞德西韦，均使用D-核糖作中间体原料。 诚志生命科

技多年来一直为国内外相关核苷类制造企业供应D-核糖原料，在2019年用作卡培他滨中间体

的核糖销量达到300多吨，用作替卡格雷中间体的核糖销量达到100吨左右。

二、公司抗病毒药物研制提供起始原料供货合同的签署情况

近日，公司下属全资孙子公司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志生物” ）分别

与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363）等数家企业签署了D-核糖产品的供

货合同。

公司D-核糖产品2019年处于满产状态，目前公司正克服疫情积极复工，将优先保障涉及

抗病毒药物研制起始原料供货合同的供应。 供货合同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产品

名称

数 量

（kg）

合同用途

1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核糖 225 用于研制瑞德西韦的原料

2 上海仁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D-核糖 1500 用于研制瑞德西韦的原料

3 上海孚隆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核糖 2000 用于研制抗新冠肺炎药物原料

4 北京凯森莱科技有限公司 D-核糖 2050 用于研制瑞德西韦的原料

三、各合同主体的基本情况

1、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鹰潭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金田路12号

注册资本：15361.1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学顺

经营范围：“食品添加剂:L-谷氨酰胺、D-核糖” 生产销售、食品添加剂的科研、开发、制

造、批发;α-熊果苷、β-胸苷、L-茶氨酸、L-精氨酸、α-酮戊二酸、吡咯喹啉醌、精酮、谷胱甘

肽、腺嘌呤、S-腺苷蛋氨酸、L-羟脯氨酸生产销售;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出口贸易;力搏士D-核糖冲剂、化妆品及化学用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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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及控制关系：诚志生物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诚志生命科技有限公司100%持股的全资子

公司。

2、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企业住所：重庆市(长寿)化工园区精细化工一区

注册资本：54274.753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居年丰

经营范围：原料药生产；创新药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化学原料药研究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医药中间体、精细化学品的生产、销售等。

股权及控制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居年丰，陶荣，张和兵。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上海仁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上海市闵行区江月路999号11幢305室

注册资本：9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岳崇民

经营范围：从事医药科技、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化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及控制关系：岳崇民持有其28.05%股权，为第一大股东。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上海孚隆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企业住所：上海市青浦区香大东路1318号1幢6层B区6035室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邢春晖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化工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销售

化工原料及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及控制关系：邢春晖持有其100%股权，为其实际控制人。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北京凯森莱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金苑路26号1幢4层411室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超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服务、咨询、转让；销售化工产品、医疗器械、机械设备、五金产品、计

算机、软件及外围设备、金属材料、电子产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家庭用品、工艺美术品、家用

电器；承办展览展示；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等。

股权及控制关系：李化军持有其60%股权、张超持有其40%股权。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合同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的签署是公司多年来在D-核糖领域持续投入和市场竞争力的体现，公司生命

科技业务将继续充分利用公司在国际市场资源、知识产权以及生产能力方面的优势，深入拓展

下游应用。

2、若相应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药物研制成功，且后续新的适应症、新的用途开发成功，

D-核糖在相关医药中间体领域的应用将具有很大增长潜力。 诚志生命科技将加大投入，全力

保障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药物的研制和生产需求。

3、目前上述合同的供货量占公司现有业务的份额不大，该类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会影响

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合同而对合作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目前瑞德西韦等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尚未在任何国家获得批准上市，其相关安全性和

有效性也未被证实，能否成功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未来可否得到持续增

长亦存在不确定性。

2、D-核糖作为生产瑞德西韦等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的起始原料， 在该药物领域的应用，

可否得到持续增长，亦存在不确定性。

3、D-核糖作为生产研制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起始原料，合作方的相关药物能否研发成功

及能否成功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不确定性。

4、上述合同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特殊情况或不可抗力等影响，可能会存在部分或全部无

法履行或终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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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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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重组的总体情况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 、“公司” ）于2019年12月17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50），公司拟将持有的天津天士

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营销” ）的股权出售给重庆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医药” ），并与重庆医药签署了《框架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

12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

司公告。

二、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0年1月17日，公司发布了《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08号），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进展的相关信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正在进行中，公司正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项与交易对方进行商讨、论证；

同时，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及尽职调查等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有序推动中。 公

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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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因此，本次交

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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