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2

2020年 9 月 17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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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００
证券简称：哈三联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５７
特别提示：
１、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１７１，７４２，５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４．２５％。
星期二）
２、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可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以 公司单次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２％为准）。
２０１７］１６０２号）核准，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控股股东如未按照本预案履行上述事项，则稳定股价期间归属于控股股东的
下简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５２，７６６，７００股，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 《
关于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深证上 当年公司现金分红收益归公司所有，且控股股东不得否决该期间内有关公司分红方
案的议案， 同时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应当在既有锁定期基础上延长锁定期一
［
２０１７］４７１号）同意，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１５８，３００，０００股，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２１１， 年。
３、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０６６，７００股。其中限售股份的数量为１５８，３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７５．００％，无限售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夫妇，即秦剑飞、周莉承诺将严格履行公司上
条件的股份数量为５２，７６６，７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市前所作出的各项承诺事项，并自愿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
二）公司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１）如果未履行承诺事项，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利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４日，公司召开２０１７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确定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公司总股本２１１，０６６，７００股为基数， 上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５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１０５，５３３，３５０．００元
２）如果未履行承诺事项，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既有锁定期基础上延长锁定期
（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转增５股，共计转增１０５，５３３，３５０股，转
因继承、被强制执
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３１６，６００，０５０股。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３日实 一年，且在履行完毕前述赔偿责任之前，本人不得转让公司股份（
行、公司重组、为履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未履行承诺事
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２１１，０６６，７００股增加至３１６，６００，０５０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３１６，６００，０５０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 项的期间内，本人不得从公司领取薪酬，归属于本人的当年公司现金分红收益归公
量为１７１，７４２，５００股 （
包含本次解除限售股份１７１，７４２，５００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司所有，且本人不得否决该期间内有关公司分红的议案；
３）如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本人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并在获得收
５４．２４５９％。
益的５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４）如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
（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作出的承诺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５）在本人作为实际控制人期间，公司若未履行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１、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
（
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夫妇，即秦剑飞、周莉，其子秦臻承诺：１） 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承诺依法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４、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２）其三人通过集中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周莉夫妇已向公司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９０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
承诺函》
，具体内容如下：
司股份总数的１％；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９０个自然日内，减持
（
自签署之日起，本人（
含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组织或机构）
没有直接或者间
１）
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２％；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
包括其全资或者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
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５％， 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 接地从事任何与三联药业（
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另有规定 同或者相似的业务，或者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活动。
权益）的期间，本人
（
２）自签署之日起，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三联药业的股份（
的除外。
含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组织或机构）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
（
２）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夫妇，即秦剑飞、周莉，其子秦臻承诺：１） （
限于自营、合资或者联营）
参与任何与三联药业（
包括其全资或者控股子公司）
主营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２）自发行人上市
后６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 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竞争关系的任何业务活动。
（
含本人控
３）自签署之日起，若三联药业将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而导致本人（
期末（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个月；３）在其或其近亲属就任公司董事、监事 制的其他企业、组织或机构）所从事的业务与三联药业构成竞争，本人将终止从事该
业务，或由三联药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或遵循公平、公
或高级管理人员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六个月内，自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每
年转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 离职后６个 正的原则将该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
４）自签署之日起，本人承诺将约束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组织或机构按照本承
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本人或其亲属申报离任６个月后的１２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诺函进行或者不进行特定行为。
（
５）如被证明未被遵守，本人将向三联药业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同时，本
５０％。上述减持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
（
３）公司持股５％以上的自然人股东秦剑飞、周莉承诺：将严格遵守上市前作出 人所持限售股锁定期自期满后延长六个月， 和／或本人所持流通股自未能履行本承
的股份锁定及减持限制措施承诺：计划长期持有三联药业股权，在所持股份锁定期 诺书之承诺事项之日起增加六个月锁定期，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满后两年内无减持意向。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周莉夫妇承诺：
２、股价稳定预案
（
１）本人将不利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影响发行人的独立性，并将保
公司股票上市后股票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１日，公司２０１５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持发行人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
价格稳定措施的预案》（
以下简称“
预案”），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当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 已经披露的情形外，本人以及本人投资或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重大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公司应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 关联交易。
以下
（
２）本人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本人和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组织或机构（
治理制度的规定， 及时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稳定公司股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三联药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因合
价，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控股股东秦剑飞 简称“
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和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作出如下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１）当公司实施完毕回购股份后，公司股票连续１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仍均低于公 范性文件以及三联药业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一般商业原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未决定实施股份回购 则，履行法定程序与三联药业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并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以维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或无法实施股份回购时，公司控股股东应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 护三联药业及其股东（
（
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章
３）本人将严格按照《
票以稳定公司股价。
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承诺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
２）公司控股股东应在上述情形发生后５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
并依法履行审批手续。在公司按规定履行公告义务的３个交易日后，控股股东开始实 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本人保证不利用在三联药业中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关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和本人控制的其
施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并应在３０个交易日内实施完毕。自公告之日起，如果公司股 联交易损害三联药业及其股东（
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收盘价均超过每股净资产时，控股股东可不再实施增持公司股份。 他企业保证不利用本人在三联药业中的地位和影响，违规占用或转移三联药业的资
金、资产及其他资源，或违规要求三联药业提供担保。
３）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时，单次增持总金额不少于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计划增
（
４）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
持股份数量不高于公司股份总数的２％（
如果届时公司市值低于５亿元人民币， 则以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股票代码：００２７２７
债券代码：１２８０６７

股票简称：一心堂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４４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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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
议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１１时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
日通过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为９人，实际出席
会议的董事为９人。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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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阮鸿献先生主持。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了有关议案并做出决议如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提前赎回“
一心转债”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
公司Ａ股股票（
股票简称：一心堂；股票代码：００２７２７）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４日至２０２０
年９月１４日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
一心转
即３４．８８元／股），已经触发《
云南鸿翔一心
债”当期转股价格（
２６．８３元／股）的１３０％（
堂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董事会同意公司行使“
一心转债”有条件赎回权，并按照
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一心转债”。
《
关于“
一心转债”赎回实施的第一次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
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此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备查文件：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１、《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
２、《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
３、《
公司债券提前赎回的法律意见书》；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使“
一心转
４、《
债”提前赎回权利的核查意见》；
５、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
股票代码：００２７２７
债券代码：１２８０６７

股票简称：一心堂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４3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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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１０时整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议案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７８
债券代码：１４９１３４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债券简称：２０云铜０１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７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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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４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进行了公告（
号）。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
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下午１４：４０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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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９
月１６日上午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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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上午９：１５至下午１５：００的任意
时间。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路西段云铜时代之窗写
字楼３２２２会议室。
（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
五）主持人：田永忠 董事长
（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２１人，代表股份７３３，１１９，９９６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４３．１３２９％。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８人，代表股份６３８，０２６，０４４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３７．５３８０％。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１３人，代表股份９５，０９３，９５２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５．５９４８％。
（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１４人，代表股份９５，５４１，１５２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５．６２１１％。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１人，代表股份４４７，２００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２６３％。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１３人，代表股份９５，０９３，９５２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５．５９４８％。
（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
表决。会议审议了以下提案：
（
一） 审议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
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披露的《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和《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

日通过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监事为３人，实际出席
会议的监事为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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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冯萍女士主持。与会监事逐项审议了有关议案并做出决议如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提前赎回“
一心转债”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Ａ股股票（
股票简称：一心堂；股票代码：００２７２７）自
２０２０年８月４日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不低于“
一心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即３４．８８元／股），已
２６．８３元／股）的１３０％（
经触发《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监事会同意以本次可转债面值加
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一心转债”进行全部赎回。
《
关于“
一心转债”赎回实施的第一次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券时报》、《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备查文件：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１、《
２、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
股票代码：００２７２７
债券代码：１２８０６７

股票简称：一心堂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４5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一心转债”赎回实施的第一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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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转债”赎回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１．“
一心转债”赎回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
２．“
一心转债”赎回价格：１００．３３元／张（
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０．６％，
３．“
且当期利息含税）。
公司）赎回资金到账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６日。
４．发行人（
５．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
一心转债”停止交易日：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
６．“
一心转债”停止转股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
７．“
一心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
８．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 月２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
赎回完成后，“
一心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一心转债”持有人持有的“
一心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
９．“
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风险提示：
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收盘后，“
一心转债”收盘价为１５１．５３元／张。根据赎回安
排，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
一心转债”将按照１００．３３元／张的
价格强行赎回， 因目前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
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赎回情况概述
１．触发赎回情形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２１６０号文核准，一心堂药业集
公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７３２，７３９，７９３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９９．９４８１％；
反对３８０，２０３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５１９％；
弃权０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９５，１６０，９４９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９９．６０２１％；
反对３８０，２０３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３９７９％；
弃权０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
北京）事务所
（
二）律师姓名：王云、李长皓
（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北京）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
（
二）国浩律师（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７８
债券代码：１４９１３４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债券简称：２０云铜０１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8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云南辖区上市公司２０２０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星期五）９：３０至１２：００
●时间：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８日（
全景路演天下”网站（
●方式：网络召开，“
ｈｔｔｐ：／／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
司）定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８日（
星期五）上午０９：３０－１２：００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云南监管局指导，云南省上市公司协会及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
诚实守信 做受尊敬的上市公司”一一云南辖区上市公司２０２０年投资者网
办的“
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
互联网平台，采取线上活动的形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网站
（
ｈｔｔｐ：／／ｒｓ．ｐ５ｗ．ｎｅｔ／）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２０２０
年９月１８日（
星期五）上午０９：３０－１２：００，其中，投资者与公司网上交流的时间为
１０：２０至１１：５０。
届时公司董事会秘书韩锦根先生、证券事务代表孙萍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
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等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沟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

时本人所持限售股锁定期自期满后延长六个月， 和／或本人所持流通股自未能履行
本承诺书之承诺事项之日起增加六个月锁定期。
（
５）本人有关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将同样适用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本人将在合法权限范围内促成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履行规范与发行人之间已经存
在或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义务。
（
６）本承诺函自签字之日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并在三联药业存续且本人依照
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被认定为三联药业的关联方期间内有效。
６、控股股东和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稳定股价的承诺
（
１）控股股东秦剑飞作出的稳定股价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秦剑飞承诺， 将严格遵守并执行三联药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公司股票上市后股票价格稳定措施的预案》（
以下简称“
预案”），包括按照该预
案的规定履行稳定公司股价、增持公司股票的义务。如在触发稳定股价措施日之日
起１０个交易日内，未能协商确定拟采取的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的，应在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
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相关主体确定由本人以增持公司股份方式稳定公司股价，或者触发本预案规
定的控股股东自动增持义务，但本人未按照本预案规定履行增持义务，以及如相关
主体确定由公司以回购股份方式稳定公司股价，但本人无合法理由对股份回购方案
投反对票或弃权票并导致股份回购方案未获得股东大会通过的，则稳定股价期间归
属于本人的当年公司现金分红收益归公司所有，且本人不得否决该期间内有关公司
分红方案的议案，同时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应当在既有锁定期基础上延长锁定期一
年。
秦剑飞同时承诺，将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回购股份的预案投赞成票。
（
２）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稳定股价的承诺
公司董事秦剑飞、周莉承诺，将严格遵守并执行三联药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预案。如在触发稳定股价措施日之日起１０个交易日内，未能协商确定拟采取的稳定
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的， 应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及时、
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的，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
日起１０个交易日内，公司停止发放未履行承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且稳定股
价期间归属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当年公司现金分红收益归公司所有，同时该等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直至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按本预
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７、其他承诺
（
１）关于规范资金往来的承诺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０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周莉夫妇承诺，将严格遵
守《
公司法》、《
证券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及《
公司章程》和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杜绝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与三联药业直接或通过其他途径间接发生违规资金往来。本人保证不会利用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对公司施加不正当影响，不会通过与公司的关
联关系转移资金及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２）关于补缴税款的承诺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０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周莉夫妇承诺，如果公司
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历年所享受税收优惠未来被主管税务部门依法不予以认可而导
致被主管税务部门追缴，本人将以连带责任方式无偿全额承担公司被要求追缴的相
应金额的税款，如果公司因为税收优惠被追缴事项遭受其他经济损失，本人将以连
带责任方式无偿向公司全额补偿，保证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
３）关于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缴纳事项的承诺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０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周莉夫妇就员工社会保险
与住房公积金缴纳事项承诺：公司已依法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建立住房公积金制
度；若三联药业及其子公司被追溯到任何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经有关主管
部门认定需为员工补缴社会保险金或住房公积金，以及受到主管部门处罚，或任何
利益相关方以任何方式提出权利要求且该等要求获主管部门支持，本人将无条件全
额承担相关补缴、处罚款项，对利益相关方的赔偿或补偿款项，以及三联药业及其子
公司因此所支付的相关费用，保证三联药业及其子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
４）关于劳务派遣用工事项的承诺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０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周莉夫妇承诺，将督促公
司按照《
劳动法》、《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要求用工。若因公司采用劳务派遣的劳务
用工方式引致纠纷，导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或经济损失，本人将承担全部支出，保证
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公开发行了６０２．６３９２万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１００元，发行总额６０，２６３．９２万元。
深证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９】２７９号”文同意，公司６０，２６３．９２万元可转换
一心转债”，债券代
公司债券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
码“
１２８０６７”。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度
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９日。初始转
股价格为２７．２８元／股。
一心转债”的转股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因公司实施２０１９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价格由２７．２８元／股调整为２６．９８元／股。
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 因公司实施２０２０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并完成登
记， “
一心转债”的转股价格由２６．９８元／股调整为２６．８３元／股。
股票简称：一心堂；股票代码：００２７２７）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４日至２０２０
公司Ａ股股票（
年９月１４日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
一心转
即３４．８８元／股），已经触发《
募集说明书》中
债”当期转股价格（
２６．８３元／股）的１３０％（
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前赎回“
一心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
一心转债”
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一心转
债”。
２．赎回条款
《
募集说明书》中对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
事会有权决定按照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
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
１）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１３０％（
含１３０％）；
（
２）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３，０００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ＩＡ＝Ｂ×ｉ×ｔ／３６５
ＩＡ：指当期应计利息；Ｂ：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
票面总金额；ｉ：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ｔ：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
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１． 赎回价格及赎回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 《
募集说明书》 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
一心转债” 赎回价格
含税）。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１００．３３元／张（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ＩＡ＝Ｂ×ｉ×ｔ／３６５，其中：
ＩＡ：指当期应计利息；
Ｂ：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１００元／
张；
ｉ：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０．６％；
ｔ：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９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算头不算尾）。
（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１９８天（
当期利息ＩＡ＝Ｂ×ｉ×ｔ／３６５＝１００×０．６％×１９８／３６５＝０．３３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１００＋０．３３＝１００．３３元／张
对于持有“
一心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
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２０％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每张赎回价格为１００．２６元；对于持有“
一心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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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关于租赁房屋瑕疵事项的承诺
２０１７年３月９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周莉夫妇承诺，如因租赁房
屋瑕疵事项导致发行人受到损失的， 本人将以连带责任方式无偿向公司全额补偿，
保证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
６）关于消除诉讼事项对公司的潜在不利影响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先生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７日出具承诺： 如因俞某与公司关于
生产硫酸长春地辛原料药事宜产生的纠纷导致公司需支付相关款项的，本人将无偿
全额承担支付义务，保证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８、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作出的承诺：无。
９、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无。
１０、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无。
（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作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
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
（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７１，７４２，５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４．２５％。
（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３名。
（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１

秦剑飞

２

周莉

３６，７８７，５００

３

秦臻

１１，２５０，０００

１１，２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７１，７４２，５００

１７１，７４２，５００

１２３，７０５，０００

备注

董事长兼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
１２３，７０５，０００ 质押３６，１１０，０００股。
３６，７８７，５００ 董事

说明：
１、上述表格中，股东秦剑飞、周莉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其所持公司股份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没有减持意向。
２、上述全部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在其或其近亲属就任公司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六个月内，自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
起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离职后
６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人或其亲属申报离任６个月后的１２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５０％。
（
五）公司董事会将严格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遵守承诺，其减持行为严格
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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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在定期报告
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数量

比例

本次变动增减
增加

本次变动后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１，７４２，５００

５４．２５％

－

１７１，７４２，５００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４，８５７，５５０

４５．７５％

１７１，７４２，５００

－

３１６，６００，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６，６００，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

－

３１６，６００，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股份总数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公司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２、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各项
承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３、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４、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公司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４、《
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

（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
ＱＦＩＩ和ＲＱＦＩＩ），根据《
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８〕１０８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每张赎回价格
一心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为１００．３３元；对于持有“
每张赎回价格为１００．３３元。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２． 赎回对象。
赎回登记日（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一心转债”持有人。
３． 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
即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５日至９月
１）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５个交易日内（
２１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三次赎回实施公告， 通告
“
一心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一心转债”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
（
２）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为“
（
赎回日前一交易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一心转债”。自２０２０年
一心转债”停止交易，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起，“
一心转债”停止转股。
１０月２０日起，“
一心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
在赎回日前，公司将根据中登公司的付款通知，提前将届时未转股的“
一心
转债”应付本金和利息划入中登账户，由中登公司向投资者划款。
（
一心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
一
３）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为赎回款到达“
心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
一心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
４）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７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４、其他事宜
咨询部门：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１号四楼证券部
电话：０８７５－６８１８５２８３
传真：０８７５－６８１８５２８３
联系人：李正红、肖冬磊、阴贯香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心转债” 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起停止交易， 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起停止转
１、“
股。除此之外，“
一心转债”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在深交所交易日的交易
一心转债”可正常交易和转股。
时间内，“
一心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公司股票，
２、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３、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
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
司债券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备查文件：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１、《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３、《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
４、《
公司债券提前赎回的法律意见书》；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使“
一心转
５、《
债”提前赎回权利的核查意见》；
６、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５８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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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９
月１６日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公路工程建设管理处（
以下简称“
第六师
公路工程建设管理处”）发来的《
中标通知书》。根据《
中标通知书》，本公司被确
定为乌鲁木齐－五家渠－新湖公路升级改造项目（
施工及运营）（
以下简称“
该项
目”）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贰拾陆亿伍仟伍佰伍拾捌万壹仟壹佰叁拾捌元
整（
￥２，６５５，５８１，１３８．００元）。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
一）工程工期：１０９５日历天。
（
二）工程质量：符合合格标准。
（
三）工程安全目标：杜绝重特大事故，减少一般事故，力争事故为零。
（
四）业主情况：
业主名称：第六师公路工程建设管理处
业主地址：五家渠市军垦南路１０４８号
主要职责：为农六师五家渠市公路工程建设提供管理保障。其中包括农六
师五家渠市大中型公路工程建设项目评估、申报、招标、公路工程施工单位考核
和资信评估、公路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公路工程合同管理、竣工验收等。
本公司与第六师公路工程建设管理处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
五）项目概况：
该项目主线全长１３０．４７２ｋｍ，其中北京路段长８．５２ｋｍ，高速公路段（
Ｇ３３５和
Ｓ２０２段）长１２１．９５２ｋｍ。新建大桥４座、新建中桥８座、新建涵洞３１道；拼宽中桥１座、
拼宽小桥５座、接长涵洞９１道、完全利用涵洞２８道；互通式立交１１处、分离式立交
２０处、天桥７处，主线收费站１处、匝道收费站７处、服务区２处、养护工区３处，互通
连接线３．１０４ｋｍ（
其中迎宾大道０．５７６ｋｍ，北环路２．５２８ｋｍ），长度１２２．２２３ｋｍ（
其中
新建７４．６３４ｋｍ，完全利用４７．５８９ｋｍ）。
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的中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相关业务市场竞争力和市场份额，若该项
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１、《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５７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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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对常
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风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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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出
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以下简称
２０１６４３号）（
“
反馈意见”），针对反馈意见中提及的事项，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进行了逐项
落实和回复，对本次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了补充披露和完善，出具并披露《
常熟风
范电力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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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修订稿）》（
以下简称“
重组报告书”）。根据与中国证监会
的沟通情况，公司针对本次申报文件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具体情况如下（
如无特
别说明，本修订说明公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重组报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
的释义具有相同含义）：

一、根据口头反馈意见回复更新《
重组报告书》
重组报告书》“
重大事项提示／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二）本
１、在《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七、本
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公司治理的影响”、“
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二）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公司治理的影
响”部分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前后范建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
况。
重组报告书》“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各交
２、在《
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部分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不构成
“
明股实债”的论述。
二、根据重组报告书的修改修订了其他申报文件。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