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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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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翁角路330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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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普通股股东人数

3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54,853,58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54,85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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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7.2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

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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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兰春先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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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证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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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孙志里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佳鸿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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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853,089 99.9999 500 0.00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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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

关于选举李佳鸿

先 生为 公 司 董 事

的议案

》

16,082,966 99.9969 500 0.003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同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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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事务所

律师：谢道铕、李睿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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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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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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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9:30至11:30、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2日。

3、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懿德路519号浦东软件园三林园区1号楼3楼。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侯郁波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9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450,672,0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5775%，其中中小投资者58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15,943,3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239%。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335,227,3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3.4886%。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585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15,444,73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8.0889%。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上海慧新辰实业有限公司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194,78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603%；反对221,

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183%；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21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15,681,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7742%；反对22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1913%；弃权4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345%。

2、审议通过《关于第四届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01�选举侯郁波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57,785,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3892%。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23,056,341股。

2.02�选举姚栎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54,223,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5989%。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19,494,521股。

2.03�选举蔡长林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48,649,9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3622%。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13,921,299股。

2.04�选举任敬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48,651,5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3626%。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13,922,889股。

2.05�选举尚义民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48,429,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3132%。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13,700,341股。

2.06�选举高凌燕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48,027,7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2242%。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13,299,042股。

该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审议通过《关于第四届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01�选举简德三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50,960,0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8748%。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16,231,352股。

3.02�选举王建平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49,949,2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6505%。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15,220,541股。

3.03�选举朱震宇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55,224,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8211%。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20,496,051股。

4、审议通过《关于第四届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4.01�选举谈敏娟为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356,172,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314%。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21,443,908股。

4.02�选举佟文为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352,620,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2433%。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17,891,899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名称：朱奕奕、郝明骋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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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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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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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20年6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0年6月22日通过电子

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董事侯郁波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

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董事侯郁波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

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名

单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侯郁波（主任委员）、姚栎、朱震宇。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朱震宇（主任委员）、简德三、蔡长林。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王建平（主任委员）、侯郁波、简德三。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简德三（主任委员）、朱震宇、蔡长林。

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按如下标准执行：

1、独立董事采取固定津贴形式在公司领取报酬，津贴标准为8,000元/月（含税），除此以外

不在公司享受其他收入、社保待遇等；独立董事因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旅费，以及

依照《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时所需的其他费用，由公司承担；

2、不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采取固定津贴形式在公司领取报酬，津贴标准为5,000元/月

（含税），除此以外不在公司享受其他收入、社保待遇等；因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旅

费，以及依照《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时所需的其他费用，由公司承担。

3、在公司任职的董事按照其担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职务（岗位）领取报酬，不再另行

领取董事津贴。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侯郁波先生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侯郁波先生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同意聘任侯郁波先生为公司总裁，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总裁侯郁波先生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尚义民先生符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同意聘任尚义民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其任期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总裁侯郁波先生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蒋蕾女士符合担任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同意聘任蒋蕾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其任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王炯睿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其任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总裁侯郁波先生提名，同意聘任潘玉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任期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简历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附：简历

侯郁波，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69年，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北京大学EMBA。历任方

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代表、董事会秘书、副总裁、董事、总裁等职务。现任本公

司董事长、总裁，上海钜成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侯郁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现任上海钜成企业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侯

郁波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尚义民，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74年，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中国注册会计师。历任方

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上海可力梅塔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

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义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尚义民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蒋蕾，女，中国国籍，出生于1978年，无境外居留权，学士学位，经济师。历任上海自动化仪

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内审部负责

人、总经办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金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支持部总监。现任本公司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蕾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蒋蕾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蒋蕾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411-82952526

电子信箱：cxkj@morningstarnet.com

王炯睿，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78年，无境外居留权，学士学位，中级会计师、中级审计师。

历任西门子数字程控通信有限公司财务主管，上海鼎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经理，中诚

逸信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审计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炯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王炯睿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潘玉涛，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94年，无境外居留权，学士学位。历任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助理。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主管。

潘玉涛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要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潘玉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潘玉涛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411-82952526

电子信箱：cxkj@morningstar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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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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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20年6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公司已于2020年6月22日通知了全体

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谈敏娟女士主持，应参加会议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选举谈敏娟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结束。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津贴按如下标准执行：

1、内部监事（含职工监事），按照公司内部薪酬制度，以其在公司内的实际职务（岗位）领

取薪酬，不再另行领取津贴；

2、外部监事采取固定津贴形式在公司领取报酬，津贴标准为3,000元/月（含税），除此以外

不在公司享受其他收入、社保待遇等；外部监事因出席公司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旅费，以及

依照《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时所需的其他费用，由公司承担。

同意提交本议案至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附：简历

谈敏娟，女，中国国籍，出生于1960年，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学士学位。历任上海第一铜管厂

党支部书记，上海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党委工作部主管。现任本公司监事，康复杂志社宣教部

顾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谈敏娟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谈敏娟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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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

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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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9日获悉，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将于2020年8月1日10时起至2020年8月2日10时止

（延时除外） 在上海一中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股东刘晓庆持有的公司股票

99,6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8%，现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拍卖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

本次涉及股份数量

（

股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拍卖人 原因

刘晓庆 是

99,630,000 100% 6.98%

上海一中院 司法裁定

合计

-- 99,630,000 100% 6.98% -- --

2、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刘晓庆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司法拍卖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累计被拍卖数量

（

股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刘晓庆

99,630,000 6.98% 99,630,000 100% 6.98%

刘德群

139,573,900 9.78% 221,207,850 158.49% 15.50%

合计

239,203,900 16.76% 320,837,850 134.13% 22.48%

二、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1、鉴于司法拍卖的公开性，本次拍卖的受让方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本次拍卖尚在公

示阶段，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晓庆持有公司股份99,6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8%，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刘德群的一致行动人。若本次司法拍卖成功并完成过户，刘晓庆将不再持有公司股

份，可能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上海钜成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薛成标先生。

3、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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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临床试验申请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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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

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 ）收到《受理通知书》，其获许可的

RT002（以下简称“该新药” ）用于颈部肌张力障碍治疗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 ）临床试验注册审评受理。

二、该新药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RT002（注射用DaxibotulinumtoxinA）

受理号：JXSL2000120国

申请事项：进口（含港、澳、台）治疗用生物临床试验批准

申请人：复星医药产业

结论：予以受理

三、该新药的研究情况

复星医药产业于2018年12月获美国Revance� Therapeutics, � Inc.（以下简称“Revance” ）

授权在区域内（即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下同）独家使用、进口、销售及其他商

业化（不包括制造）的权利，Revance仍为该新药在区域内的权利人。该新药为生物制品，拟用

于（1）美容适应症，如治疗中重度眉间纹；以及（2）治疗适应症，如颈部肌张力障碍。

截至本公告日，该新药用于中重度眉间纹治疗尚处于美国FDA（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下同）上市申请阶段、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已获国家药监局临床试

验注册审评受理；该新药用于颈部肌张力障碍治疗于美国处于III期临床试验中。

截至本公告日，于中国境内尚无Daxibotulinumtoxin� A型肉毒杆菌毒素的产品上市销售，

于中国境内已上市的类似产品A型肉毒杆菌毒素包括Allergan� plc的Botox? � A型肉毒杆菌毒

素、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的衡力?治疗用A型肉毒杆菌毒素。根据IQVIA� CHPA

最新数据（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

商；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不同的药品因其各

自销售渠道布局的不同， 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2019年度，注射用A型肉毒杆菌毒素在中国境内销售金额约为人民币3.54亿元。

截至2020年5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累计研发投入为人民币约21,131万元（未经审

计；包括许可费）。

四、风险提示

根据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均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中可能会因为安 全性和/

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要求，该新药（用于颈部肌张力障碍治疗适应症）尚待（其中包括）

（1）美国FDA上市批准，及（2）经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在中国境内开展一系列临床研

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等，方可上市。

新药研发及上市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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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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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9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码软件” ）函告，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

万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神码软件 是

1,445 3.71% 1.49% 2019/9/10 2020/6/24

元达信资本

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

合计

- 1,445 3.71% 1.49%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

（

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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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神码软

件

389,540,110 40.14％ 189,209,087 48.57% 19.50% 0 0.00% 0 0.00%

合计

389,540,110 40.14％ 189,209,087 48.57% 19.50% 0 0.00% 0 0.00%

2、控股股东被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神码软件具备履约能力，其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

平仓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

补偿义务。公司将持续关注神码软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督促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质押文件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股票代码：600381� � �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公告编号：2020-016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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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肖融持有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56,762,78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9.67%。本次股份质押后，肖融累计质押数量

（含本次）为17,0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29.95%，占公司总股本的2.90%。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荣恩” ）及其一致行动人肖融

共持有公司股份329,931,1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20%，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239,600,

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72.62%，占公司总股本的40.82%。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肖融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的通知， 具体事项如

下：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

股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肖融 否

17,000,

000

否 否

2020-6-

23

2020-8-

22

陈新凯

29.95% 2.90%

自身经

营需要

2.上述股份质押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

（

股

）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

（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西藏荣恩

273,168,394 46.53 222,600,000 222,600,000 81.49% 37.92%

肖融

56,762,789 9.67 0 17,000,000 29.95% 2.90%

合计

329,931,183 56.20 222,600,000 239,600,000 72.62% 40.82%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数量

（

股

）

占其所持有的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融资金额

（

万元

）

质押到期日

西藏荣恩

222,600,000 81.49% 37.92% 59,500 2020-08-14

肖融

17,000

，

000 29.95% 2.90% 3,000 2020-08-22

西藏荣恩及一致行动人目前资信状况良好，经营管理运作正常，具备良好的抗风险能力，

该事项未来还款来源主要为其相关投资收益、营业收入等，具备偿还能力。

2．西藏荣恩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西藏荣恩及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日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公司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影响，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发生变动，不会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和实际控制权的变化。

特此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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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1� � �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2020-053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通鼎光棒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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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江苏通鼎光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

鼎光棒” ）与外部投资者苏州市吴企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吴企创

新” ）共同签署了《增资协议》。吴企创新以人民币50,000.00万元增资入股通鼎光棒，认购通鼎

光棒新增的50,00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

2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

子公司江苏通鼎光棒有限公司引入外部投资者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2020年6月29日，通鼎光棒完成了本次增资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并收到苏州

市吴江区行政审批局下发的变更通知书。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通鼎光棒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132,000.00万元增至182,000.00万元，通鼎光棒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

司持有通鼎光棒72.53%股权，吴企创新持有通鼎光棒27.47%股权，通鼎光棒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具体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江苏通鼎光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586618560X

注册资本

182,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樯

营业期限

2011-11-24

至长期

注册地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津大道

经营范围

光纤预制棒

、

光纤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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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32,000.00 72.53%

苏州市吴企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50,000.00 27.47%

合计

182,000.00 100.00%

吴企创新认缴的出资按协议约定分期缴付，截至目前，通鼎光棒已收到吴企创新的增资款

25,000.00万元。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61� � �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2020-065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控股股东徐玉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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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徐玉锁先生计划于

2020年1月15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减持的时间除

外），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2,192,722股，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3%。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披露的《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

露公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2020年6月2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徐玉锁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

告知函》，徐玉锁先生于2020年3月4日至6月29日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1,625.44万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详情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次数 减持均价区间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徐玉锁

集中竞价交易

2020-3-4

至

2020-3-27

5 9.86-12.57 385.44 0.52%

大宗交易

2020-3-26

至

2020-6-29

4 7.74-9.28 1,240.00 1.68%

合 计

-- 9 -- 1,625.44 2.20%

2、截至目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截至目前股东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徐玉锁

合计持有股份

166,426,913 22.50% 150,172,513 20.30%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6,426,913 22.50% 150,172,513 20.3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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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徐玉锁先生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与此前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徐玉锁先生已切实履行作为公司5%以上股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4、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5、徐玉锁先生减持股份属于其个人行为，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