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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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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
市方之星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方之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张楷文发来的
《
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投资价值
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及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承诺
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起 ６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基本情况
１、 股东情况
深圳市方之星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方之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公
司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亦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员工在内的持
股平台；张楷文为公司副总经理。
２、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名称

股份数量（
股）

直接持股比例

深圳市方之星投资有限公司

９，５２３，４５０

１０．３９％

深圳市方之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７，５０５，２００

８．１９％

张楷文

５０８，２００

０．５５％

合计

１７，５３６，８５０

１９．１３％

二、承诺情况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投资价值的认可， 为促进公司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以及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深圳市方之星投资有限公司自愿
承诺，其所持９，５２３，４５０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１０．３９％），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限售期
满之日起，６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深圳市方之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自
愿承诺，其所持７，５０５，２００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８．１９％），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限售
期满之日起，６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张楷文自愿承诺，其直接持有的５０８，２００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０．５５％），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限售期满之日起，６个月内不减
持公司股份。
承诺期内，深圳市方之星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方之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张楷文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所持股份。 承诺期内，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将遵
守前述承诺进行锁定。
三、董事会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披露并督促深圳市方之星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方之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张楷文先生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
诺减持股份的，公司董事会将及时、主动要求其履行违约责任。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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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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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２，２９２，０００股，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４０，１８２，０４１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出具了 《
关于同意深圳市有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２９７１号），同
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股票２２，９２０，０００股，并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９１，６７９，４９５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７３，０１８，８４０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１８，６６０，６５５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
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共涉及股东数量２０户，对应股票数量４２，
４７４，０４１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６．３３％。 其中，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２，２９２，０００股，其
他限售股份数量为４０，１８２，０４１股。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将于２０２１
年１月２５日起上市流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４日为非交易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公司自本次上市流
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
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
一）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关于股份锁定、减持意向的承
诺
１、张增国、张楷文、杜广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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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
申报所持有的本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
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将继续遵守前述限制。
本人持有公司股票在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４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
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２５％，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如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
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内
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规范
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
本人承诺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 同时本人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
原股份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则公
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
现金分红。
本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２、魏琼、姚凤娟、李银耿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
申报所持有的本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
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将继续遵守前述限制。
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内
如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
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规范
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
本人承诺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 同时本人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
原股份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则公
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
现金分红。
本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３、肖悦赏、林深、彭焰、田同军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本人持有公司股票在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４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
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２５％，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规范
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
本人承诺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 同时本人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
原股份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则公
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
现金分红。
４、汤柯夫夫妇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配偶郑圆圆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及配偶持有公司股票在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４年内，每年转让的
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２５％， 减持比例可以累
积使用。
本人及配偶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
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如本人及配偶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
持公司股份的，本人及配偶承诺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同时本人及配偶持有
的剩余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原股份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本人及配
偶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 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人配偶现金分红中与本
人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
二）公司监事关于股份锁定、减持意向的承诺
熊杰、贺降强、黄丽敏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在本人担任公司监事期间， 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人的股份及其变
动情况，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本人离职后
６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人在任期
届满前离职的， 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将继续遵守
前述限制。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２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减持
至５％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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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吴毅先生不再是公司持股５％以上股东。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收到吴毅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先生发来的《
关于所持股份减持至５％以下的告知函》及《
本公司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 名

吴 毅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２２７２２１９６３＊＊＊＊＊＊＊＊

住 所

武汉市江汉区＊＊＊＊＊＊

通讯地址

武汉市江汉区＊＊＊＊＊＊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

否

二、权益变动情况
吴毅先生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期间，被动减持８０８．３万股，减持
后，吴毅先生持有公司股票４４６３．６１４８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９９９９８％，不再是公
司持股５％以上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吴毅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一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２．５５

８，０８３，０００

０．９０５４３％

备注：
１、本次减持系吴毅先生股票质押融资业务未能按期赎回，国盛证券对吴毅
先生持有的公司５，７５５万股股份予以强制平仓， 非吴毅先生主观意愿的减持行
为，属于被动减持。
２、 吴毅先生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 被动减持８９３万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减持超过１％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１）。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吴毅先生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吴 毅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1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５２７１．９１４８

５．９０５４２％

４４６３．６１４８

４．９９９９８％

四、其他情况说明
１、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２、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毅披露简式权益报告书，具体内容
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书》。
３、本次权益变动后，吴毅仍在其减持计划实行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
相关减持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鹿港文化股票代码：６０１５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毅
住所／通讯地址：武汉市江汉区＊＊＊＊＊＊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二一年一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
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证券法》、《
收购办法》和《
准则１５号》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证券法》、《
收购办法》和《
准则１５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
三、依据《
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鹿港文化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鹿港文化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或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鹿港文化

指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吴毅
指 国盛证券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准则１５号》

指

万元

指 人民币万元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一一权益变
动报告书》

本报告书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
在差异。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吴毅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２２７２２１９６３＊＊＊＊＊＊＊＊

住所

武汉市江汉区＊＊＊＊＊＊

通讯地址

武汉市江汉区＊＊＊＊＊＊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

否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北京度小满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度小满基金”）签订的基金销售协议，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度小满基金交易系统办理下列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等业务。 同时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起，旗下所有度小满基
金代销的基金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 新增销售机构销售基金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泰达宏利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Ａ类

００３０７３

泰达宏利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Ｃ类

００３０７４

泰达宏利纯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Ａ类

００３７６７

泰达宏利纯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Ｃ类

００３７６８

泰达宏利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

００３７９３

泰达宏利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Ｃ类

００３７９４

泰达宏利启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Ａ类

００３９１２

泰达宏利启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Ｃ类

００３９１３

泰达宏利品牌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Ａ类

００７６７８

泰达宏利品牌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Ｃ类

００７６７９

泰达宏利消费行业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Ａ类

００８３５３

泰达宏利消费行业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Ｃ类

００８３５４

泰达宏利中证主要消费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Ａ类

００８９２８

泰达宏利中证主要消费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Ｃ类

００８９２９

泰达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Ａ类

００９１９４

泰达宏利中证申万绩优策略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Ｃ类

００９１９５

投资者在度小满基金办理上述基金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基金
转换等业务应了解该基金具体业务开通情况，具体可以登陆本公司网站查询相
关基金公告。
二、 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费率优惠活动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起开展，优惠活动截止时间以度小满基金
页面公示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其相关公告。
三、 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月。 如本企业／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本
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企业／本人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
四）战略配售华创证券钱景１号承诺
华创证券钱景１号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资管计划
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资管计划
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有方科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有方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
定承诺；有方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有方科技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
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４２，４７４，０４１股。
１．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２，２９２，０００股，限售期为１２月。 本公
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内“
华创证券钱景１号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所持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２．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４０，１８２，０４１股。
（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
（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５％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５％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因吴毅先生股票质押融资业务未能按期赎回， 国盛证券对吴毅持有的公司
５，７５５万股股份予以强制处置，非吴毅主观意愿的减持行为，属于被动减持。
二、未来１２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毅先生在未来１２个月内无继续增
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被动减持尚未结束， 尚余
４０５３．７万股未处置。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
（
一）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５２，７１９，１４８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５．９０５４２％，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
二） 本次权益变动后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４４，６３６，１４８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４．９９９９８％，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吴毅先生不再是公司持股５％以上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１、本次权益变动如下表所示；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２、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关于所持股份减持至５％以下的告知函》。
３、《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此页无正文，为《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页）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毅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吴毅

大宗交易

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一２０２１
年１月１４日

２．５５

８，０８３，０００

投资者通过度小满基金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旗下所有其代
销的基金，参加度小满基金的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比例以度小满基金页面
公示为准，若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具体各基
金原费率参见该基金最新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四、 重要提示
１、 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投资者通过度小满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购
各基金定投开通情况以我
业务的手续费，包括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业务手续费（
司最新公告为准），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２、本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规则和流程以度小满基金的安排和规
定为准。 相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其网站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
关注。
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０５５－４
网址：ｗｗｗ．ｂａｉｙｉ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网址：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
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
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
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
股）

持股比例 （
％）

吴毅

无限售流通股

５２，７１９，１４８

５．９０５４２

４４，６３６，１４８

４．９９９９８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第四节 前６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 因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毅先生股票质押融资业
务未能按期赎回，被国盛证券以大宗交易的方式被动减持１７０１．３万股，除上述情
况外，不存在其他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信息。
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吴毅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６８８５２６

证券简称：科前生物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
股）

１

深圳市方之星投资有限公司

９，５２３，４５０

１０．３９％

９，５２３，４５０

０

２

深圳市方之星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７，５０５，２００

８．１９％

７，５０５，２００

０
（
注１）

３

深圳市万物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３，１６４，５５７

３．４５％

３，１６４，５５７

０

４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６６，４５５

３．０２％

２，７６６，４５５

０

５

宁波昆石天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２，２６５，８２３

２．４７％

２，２６５，８２３

０

６

江苏疌泉安鹏先进制造产业投资
有限合伙）
基金（

１，８９８，７３４

２．０７％

１，８９８，７３４

０

７

景德镇安鹏汽车产业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８５０，０００

２．０２％

１，８５０，０００

０

８

宁波弘基金鼎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０

９

深圳市昆石创富投资企业（
有限
合伙）

１，６３２，９１１

１．７８％

１，３６２，９１１

注
２７０，０００（
２）

１０

嘉兴挚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１，４５５，６９６

１．５９％

１，４５５，６９６

０

１１

深圳南山东方富海中小微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２６５，８２３

１．３８％

１，２６５，８２３

０

１２

新余方略嘉悦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３

深圳市罗湖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９４９，３７０

１．０４％

９４９，３７０

０

１４

姚凤娟

７００，０００

０．７６％

７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５

温州浚泉信远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６３２，９１１

０．６９％

６３２，９１１

０

１６

福建红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６３２，９１１

０．６９％

６３２，９１１

０

１７

张楷文

５０８，２００

０．５５％

５０８，２００

０

１８

吴志泽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５５％

５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９

宁进余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３３％

３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

华创证券钱景１号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２９２，０００

２．５０％

２，２９２，０００

０

４２，７４４，０４１

４６．６３％

４２，４７４，０４１

２７０，０００

合计

注１：王慷所持有深圳市方之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１１．７５％的出资份额
所对应的公司股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也不由公司回购。 承诺内容详见本公告“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
诺”。
有限合伙）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自公司实际控制人
注２：深圳市昆石创富投资企业（
王慷处受让的２７０，０００股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内容详见本公告“
三、本次上
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１

首发限售股

４０，１８２，０４１

１２

２

战略配售股份

２，２９２，０００

１２

４２，４７４，０４１

－

合计

限售期（
月）

七、上网公告附件
《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镇

股票简称

鹿港文化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９９

信息 披露 义务 人
吴毅
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不适用
注册地

拥有 权益 的股 份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数量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 披露 义务 人
是否 为 上市 公司 是 □
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是 □
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
股）
司总股本比例

股东
名称

序号

２、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国盛证券

《
公司法》

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规范
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
本人承诺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 同时本人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
原股份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则
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
等的现金分红。
本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
三）发行人其他股东关于股份锁定、减持意向的承诺
有限合伙）承诺
１、深圳市方之星投资合伙企业（
股份锁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本企业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其中，王慷持所持有本企业
１１．７５％的出资份额所对应的公司股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
减持意向承诺：本企业持有公司股票在满足上述锁定期（
包括延长的锁定
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十二个月内本公司／本企业累
期限）后，在锁定期（
计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解除锁定后本公司／本企业持股数量的５０％，减持价格
不低于公司发行价。 如公司上市后有利润分配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减
持底价相应进行调整。
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
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
份的，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同时本企业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
的锁定期在原股份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
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本企业应上交公司的违规
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２、深圳市方之星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罗
有限合伙）、深圳
湖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昆石天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市昆石创富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景德镇安鹏汽车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江苏疌泉安鹏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承诺
深圳市方之星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罗湖
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昆石天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景德镇
安鹏汽车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江苏疌泉安鹏先进制造产业投资
基金（
有限合伙）股份锁定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业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本公司／本企业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深圳市昆石创富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企业于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自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慷处受让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２７０，０００股
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除前述股份外，本企业持有的其余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１，３６２，９１１股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 ”
减持意向承诺：深圳市方之星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方之星投资合伙企业
包括延长的锁
（
有限合伙）承诺本公司／本企业持有公司股票在满足上述锁定期（
定期限）后，在锁定期（
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十二个月内本公司／本企业
累计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解除锁定后本公司／本企业持股数量的５０％，减持价
格不低于公司发行价。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罗湖红土创业投
有限合伙）、深圳市昆石创富投
资有限公司、宁波昆石天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资企业（
有限合伙）、景德镇安鹏汽车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江苏
疌泉安鹏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承诺在锁定期限届满后二年内，本
包括该等股份因公
公司／本企业减持的公司股份数不超过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而增加的股份）。
如公司上市后有利润分配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减持底价相应进
行调整。
本公司／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
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如本公司／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
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公司／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同时本公
司／本企业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原股份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六个
月。 如本公司／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公司／
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本公司／本企业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
金分红。
上交所减持细则》等相关法规进行减持时，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
在依照《
限公司与深圳市罗湖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合并计算减持数量；宁
波昆石天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深圳市昆石创富投资企业（
有限合
有
伙）持有的股份合并计算减持数量；景德镇安鹏汽车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限合伙）与江苏疌泉安鹏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持有的股份合并计
算减持数量。
有限合伙）、宁波弘基金鼎投资
３、发行人股东新余方略嘉悦投资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嘉兴挚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南山东方
富海中小微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温州浚泉信远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福建红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万物成长股权投
有限合伙）、吴志泽、宁进余承诺
资合伙企业（
自公司股票上市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所持
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
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如本企业／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
减持公司股份的，本企业／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归公司所有，同时本
企业／本人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原股份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六个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有 □

无 √

否√

□
□
□
□
□
□
□
□
√ 大宗交易

信息 披露 义务 人
披露前 拥有 权益 股票种类： Ａ股普通股
的股 份数 量 及占
持股数量：５２，７１９，１４８股
上市 公司 已发 行
持股比例： ５．９０５４２％
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票种类： Ａ股普通股
信息披 露义 务人
变动数量： ８，０８３，０００ 股 变动后数量： ４４，６３６，１４８ 股
拥有 权益 的 股份
变动比例： ０．９０５４３％
变动后比例： ４．９９９９８％
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 市 公 司中 拥
时间： ２０２１年１月５日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有权益 的股 份变
方式： 大宗交易
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 已披 露资 金
是□
来源

否□

信息 披露 义务 人
是 否 拟 于未 来 １２ 是 □
个月内继续增持

不适用√

否 √

信息 披露 义务 人 是 √
否□
在此前６个月是否
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因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毅先生股票质押融资业务未能
在二 级 市 场 买卖 按期赎回，被国盛证券以大宗交易的方式被动减持１７０１．３万股，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他
该上市公司股票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毅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１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
《
兽药ＧＭＰ证书》、《
兽药生产许可证》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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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科前生物”或“
公司”）新生产车间的７条生
产线经现场检查和审核批准，符合相关要求，于近日收到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核发的
《
兽药ＧＭＰ证书》和《
兽药生产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
兽药ＧＭＰ证书》和《
兽药生产许可证》的相关信息
兽药ＧＭＰ证书》
１、《
企业名称：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证号：（２０２０ ）兽药ＧＭＰ证字１７００９号
生产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４１９号
验收范围：细胞毒活疫苗（
２条）、细胞毒灭活疫苗、细胞悬浮培养病毒灭活疫苗
（
含病毒表达和细胞表达亚单位疫苗）、免疫学类诊断制品（
Ａ类）（
２条）、分子生物学
类诊断制品（
Ａ类）
有效期：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５日 至 ２０２５ 年１１月４日
兽药生产许可证》
２、《
企业名称：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证号：（
２０２０）兽药生产证字１７００４号
生产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４１９号
验收范围：胚毒活疫苗、细菌活疫苗、胚毒灭活疫苗、细菌灭活疫苗、细胞毒活
疫苗（
３条）、细胞毒灭活疫苗（
２条）、细胞毒悬浮培养灭活疫苗、细胞悬浮培养病毒
灭活疫苗（
含病毒表达和细胞表达亚单位疫苗）、免疫学类诊断制品（
Ａ类）（
２条）、分
子生物学类诊断制品（
Ａ类）
有效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 至 ２０２２年５月３１日
二、本次通过验收的生产线及计划生产产品情况
序号

生产车间

设计年产能

主要生产品种

１

细胞毒活疫苗生产线１

８亿羽份

鸡马立克氏病活疫苗（
８１４株）

２

细胞毒活疫苗生产线２

３２００万瓶

猪伪狂犬病耐热保护剂 活疫苗（
ＨＢ２０００
株），猪传染性胃肠炎、猪流行性腹泻二联活
疫苗（
ＷＨ－１Ｒ株＋ＡＪ１１０２－Ｒ株）等产品

３

细胞毒灭活疫苗生产线

３亿ｍｌ

猪伪狂犬病灭活疫苗、猪细小病毒病灭活疫
苗（
ＷＨ－１株）等产品

４

细胞悬浮培养病毒灭活疫苗（
含病
毒表达和细胞表达亚单位疫苗）生 ５亿ｍｌ
产线

猪传染病胃肠炎、猪流行性腹泻二联灭活疫
苗（
ＷＨ－１株＋ＡＪ１１０２株），猪瘟 病毒Ｅ２蛋白
重组杆状病毒灭活疫苗（
ＷＨ－０９株）等产品

５

免疫学类诊断制品 （
Ａ类）生产线
１亿头份
（
２条）

猪圆环病毒２－ｄＣａｐ－ＥＬＩＳＡ抗体检测试剂盒
等试剂盒产品

６

分子生物学类诊断制品 （
Ａ类）生
１亿头份
产线

非洲猪瘟病毒实时荧光ＰＣＲ检测试剂盒等
产品

三、 同类产品的市场情况
序号

主要生产品种

主要生产厂家

１

鸡马立克氏病活疫苗（
８１４株）

北京华都诗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等

２

猪 伪 狂 犬 病 耐 热 保 护 剂 活 疫 苗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药械厂、
（
安徽东方帝维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ＨＢ２０００株）

３

国药集团扬州威克 生物 工程 有限 公
猪传染性胃肠炎、 猪流行性腹泻二联
司、 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生
活疫苗（
ＷＨ－１Ｒ株＋ＡＪ１１０２－Ｒ株）
物药厂

４

猪伪狂犬病灭活疫苗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药械厂

５

猪细小病毒病灭活疫苗（
ＷＨ－１株）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药械厂

６

猪传染病胃肠炎、 猪流行性腹泻二联 山东华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东
灭活疫苗（
方帝维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ＷＨ－１株＋ＡＪ１１０２株）

７

猪瘟病毒Ｅ２蛋白重组杆状病毒灭活疫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苗（
Ｒｂ－０３株）

８

猪圆环病毒２－ｄＣａｐ－ＥＬＩＳＡ抗体检测试
保定）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等
瑞普（
剂盒

９

洛阳莱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
非洲猪瘟病毒实时荧光ＰＣＲ检测试剂 滨元亨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青岛立见
盒
诊断技术发展中心、 北京森康生物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等

市场销售情况

公司未能从公开渠道
获得行业其他公司具
体销售情况

四、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７条智能化生产线通过ＧＭＰ验收并取得《
兽药ＧＭＰ
证书》、《
兽药生产许可证》，有利于实现智能化、集约化生产，扩大现有生产产能，提
高产品质量，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本次取得的《
兽药ＧＭＰ证书》、《
兽药生产许可证》，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兽药的研发、生产、销售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