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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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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1年1月20日。

2、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2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758,736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58%。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1年1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大连三垒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和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2017年11月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1月17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

及职务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监

事会认为本次激励对象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17年12月13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7年12月20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大连三垒机器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

12月21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8年1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

2018年1月10日为授予日， 向21名激励对象授予10,125,000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1月11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8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公司监事会

对公司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经调

整，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原21名调整为19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原10,125,000股调整

为10,095,0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4月25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8年9月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公告》，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向增发股份的上市日期：2018年9月11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9月

7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4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曹倩倩、张竞元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同意根据《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曹倩倩、张竞元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

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限制性股票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4月17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

2019年5月7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5月8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2019年6月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41），公司已于2019年5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完成激励对象曹倩倩、张竞元所持3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2019年9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确认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公司为17名激励对

象第一个限售期的4,277,771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的

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9月

12日出具了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9年9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2）。

2019年9月2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17名激励对象的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277,771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72%，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9月25日。

2020年2月28日，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刘雅辞、张薇、梁琳璐3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同意根据《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刘雅辞、张薇、梁琳璐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408,015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2月28日出具了本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离职人员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2020年3月17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3月18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2020年6月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公司已于2020年5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2021年1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

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06）。

二、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1、第二个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为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获授限制性股票比例为26%。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自限制

性股票授予日起至董事会召开日，第二个锁定期已届满。

2、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4、法律

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该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除陈鑫、刘洋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外，激励对

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三）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以2016年经审计净利润值（959.29万元）为基数，

2018年经审计净利润值不低于2,600万元。注：上述“净利润” 以当年经审计并剔除

本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净利润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信会师报字 【2019】 第ZB10613号公司2018年度

《审计报告》， 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3,

903.34万元。2018年因本次激励计划导致的股份支

付费用为2,515.30万元， 剔除该因素的影响，2018

年净利润为 6,418.64万元， 公司业绩考核符合要

求。

（四）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现有考核规定，激励对象综合评分分为

优秀、良好、合格、尚需改进与需大幅改进等5个等级，对应绩效系数如下：

等级

A

（优秀）

B

（良好）

C

（合格）

D

（尚需改进）

E

（需大幅改

进）

绩效系

数

1.0 1.0 0.8-1.0 0.5-0.8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在解除限售期内可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股数＝该激励对象因本激励计划所获得的限制性股票总量×解除限售

比例×绩效系数。激励对象按照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

来解除限售，未能解除限售部分由公司回购注销。

目前在职的12名激励对象2018年度个人考核结果

均为“B”级及以上，均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经核查，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12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及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或不能解除限售的情形， 本次实施的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根据公司2017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

公司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第二个解锁期的相关解锁事

宜。

三、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日期即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月20日。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758,736�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0.58%。

3、本次符合解锁的激励对象共12人。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得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权益分派后持有的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股）

本期解除限售数量

（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

制性股票数量

（股）

1 朱谷佳 董事 100,000 178,507 61,882 116,625

2 段海军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注

3）

1,000,000 1,785,063 618,821 1,166,242

3 田恩泽

副总经理

（注4）

1,800,000 3,213,115 1,113,879 2,099,236

4 陈九飞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注5）

935,000 1,669,034 578,598 1,090,436

5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骨干员工等共8人

3,855,000 6,881,424 2,385,556 4,495,868

合计 7,690,000 13,727,143 4,758,736 8,968,407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

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

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

注2、公司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未参与

本计划。

注3、段海军于2020年10月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在公司担任其它职务。

注4、田恩泽于2019年12月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任职。

注5、陈九飞于2020年12月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继续在公司担任其它职

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其买卖股份应遵守《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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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

四、激励对象承诺事项

基于对公司经营管理理念及发展战略的高度认同，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

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充分认可， 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的所有激励对象自愿

作出以下承诺：

承诺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和《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约定，在承

诺人所获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前不进行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承诺人进一步承诺，自

获授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之日起至2021�年 12�月 31�日止，通过任何方式转让的本次激

励计划所获授股票总数不超过其通过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获授全部股票数量的 25%。

承诺人完全知悉其所作上述承诺的责任，如违反上述承诺转让所获授股票，转让所得收入全部

归公司所有，致使公司遭受损失（包括声誉方面受到的不利影响）的，其愿向公司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2月4日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签署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16）

五、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37,949,672 4.59% -4,758,736 33,190,936 4.02%

其中：高管锁定股 20,554,223 2.49% 0 20,554,223 2.49%

股权激励限售股 17,395,449 2.10% -4,758,736 12,636,713 1.53%

二、无限售流通股 788,713,195 95.41% 4,758,736 793,471,931 95.98%

三、总股本 826,662,867 100% 0 826,662,867 100%

注：本表中限售流通股数量及比例仅考虑解除限售对股本结构变动的影响，本表格为公司

初步测算结果，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

终办理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5、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股票代码：601258� � � � �股票简称：ST庞大 公告编号：2021-007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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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因执行《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造成。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背景

2019年9月5日，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依法裁定受理对庞大汽

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大集团” 或“公司” ）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庞大汽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庞大集团管理人（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6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

定受理公司进行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2019年11月20日，经协商，签署了《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事宜之投资协

议》，确定深圳市深商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元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国民

运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本次庞大集团重整的重整投资人。（详见公司于2019�

年11月21日披露的 《关于签订重整投资协议暨确定重整投资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83）

2019年12月9日，庞大集团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庞大汽

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 ）、重整计划草案之出

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3）。

同日，法院作出（2019）冀02破2号之十五《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根据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以庞大集团现有总股本653,847.84万股为基数，按

每10股转增5.641598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转增约368,874.67万股股票，转

增后庞大集团总股本将由653,847.84万股增至1,022,722.50万股。

上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约298,874.67万股用于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清偿债务，其

中137,173.07万股公司股票已完成划转。

近日，根据庞大集团管理人的申请，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出具了相关《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中登公司协助将庞大汽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用于清偿债务的298,874.67� 万股中的24,

915.47万股公司股票扣划至部分债权人指定的证券账户中。目前，已完成股权登记事项。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变动完成后，庞大集团相关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

用账户

1,617,016,015 15.81% 1,367,861,332 13.37%

中机国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3,286,122 0.23%

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7,411,096 0.37% 39,994,777 0.39%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3,858,080 0.14%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4,295,087 0.04%

杭州标霸贸易有限公司 3,170,695 0.03% 4,907,284 0.05%

吉林省禹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25,845 0.01%

李丽云 242,880 0.00%

李冰 221,585 0.00%

郜爱云 333,496 0.00%

刘保栋 212,223 0.00%

沈阳东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32,362 0.00%

杨颂 8,332 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76,171,266 0.74%

深圳裕丰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0,493,458 0.49%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934,272 0.3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510,561 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23,694,393 0.2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1,617,707 0.02%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1,243,710 0.0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9,920,569 0.10%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河支行 3,118,446 0.03%

江苏镇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90,862 0.01%

刘建武 123,157 0.00%

其他A股股东 8,569,627,264 83.79% 8,569,627,264 83.79%

总股本 10,227,225,070 100.00% 10,227,225,070 100.00%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发布的信

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

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案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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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提议公司

回购股份的函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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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1年1月18日收到了公司控股股

东刘革新先生《关于提议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的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刘革新先生基于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和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考虑到公司股

价的持续低迷，为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特提议

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二、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方式、价格区间、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提议回购股份的种类及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

2、提议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依法履行程序后予以注销。

3、提议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结合近期公司股价，提议人刘革新先生提议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24.00元/股，回购总金

额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00元

/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16.67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的0.2896%；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08.33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的0.1448%。具体回购股份的金额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金额为准。

三、2020年11月20日， 刘革新先生与一致行动人刘思川先生通过共同持有100%份额的

“通怡梧桐2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受让了刘思川先生作为唯一委托人的“创赢投资10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持有的614.60万股公司股份，除此以外，截至提议提交日，提议人刘革新先

生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其承诺在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时，将

对公司回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公司将尽快就上述提议内容进行认真研究，讨论并制定回购股份的方案，并提请公司董

事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后续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上述回购股份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因此，上述回购事宜存在不

确定性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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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计划增持公司

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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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年1月18日，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科伦药业” ）董事、

总经理刘思川先生通知公司拟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少于600万元，不超过1,200万元，

其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为自增

持计划披露之日起6个月。

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思川先生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

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刘思川先生拟自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集中

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思川先生。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刘思川先生直接

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9,749,586股，其中直接持有7,098,986股，通过作为一致行动人的私

募基金间接持有22,650,600股。

2、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3、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2、增持金额：拟增持金额不少于600万元，不超过1,200万元。

3、增持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4、增持价格：不超过24元/股。

5、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自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6个月内。本次股份增持将严格遵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

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6、增持方式：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

7、无论刘思川先生在增持计划披露后是否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都将实施本次增

持计划。

8、本次增持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在法定的锁定期限内

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

的风险， 以及可能存在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 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

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

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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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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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已

于2021年1月15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书面文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1月18日下午在深圳市

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松坪山路3号奥特迅电力大厦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廖晓霞女士主持。本

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孙公司肇庆鼎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迅新能源” ）

因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拟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申请不超过500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拟为上述事项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具体事宜以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

时报》披露的《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自查

报告〉的议案》。

根据《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深圳证监局关于推

动辖区上市公司落实主体责任提高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2020〕

128号）要求，公司就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财务管理、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内幕交易防控、大股

东股票质押、并购重组、股份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承诺事项、选聘审计机构以及投资者关系管

理等十个重点问题进行逐个梳理，全面自查。经认真对照自查，未发现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事项

和侵害上市公司利益事项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公司治理水平的违法违规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要求，致力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营，促进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227� � �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2021-002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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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概述

公司控股孙公司肇庆鼎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迅新能源” ） 因日常经营

发展的需要拟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申请不超过5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拟为上述事项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

事宜以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

董事会审批权限。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肇庆鼎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2.�住所：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桂城新城30区观砚大道15号双创园1栋203室

3.�法定代表人：麦炜杰

4.�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万元

5.�股权结构：深圳前海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持股95%；肇庆市鼎湖区鼎联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5%

6.�成立日期：2020年07月02日

7.�经营范围：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销售、维修、安装服务；电力工程施工、

机电工程施工；新能源产品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网络系统软件开

发及销售；停车场经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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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控股孙公司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鼎迅新能源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916,262.33元，负债总额为163,

240元，净资产为4,753,022.33元；2020年度未经审计营业总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3,022.33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以担保协议具体约定为准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

4.�担保范围：主合同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正式签订担保协议，担保协议的具体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孙公司

鼎迅新能源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鼎迅新能源的融资能力，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

展和业务规模的扩大，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整体利益。

鼎迅新能源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间接持有鼎迅新能源95%的股权。鼎迅新能源其他股

东未按照出资比例提供等比例担保，但公司向鼎迅新能源委派了执行董事、经理等主要经营管

理人员，公司对其经营有实际控制权，不存在资源转移和利益输送情况。

公司对鼎迅新能源能切实做到有效的监督和管理，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

东的利益，因此未要求鼎迅新能源对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生效后，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4,500万元， 其中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3,

000万元、对控股孙公司的担保不超过1,500万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后净

资产的5.5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它对外担保事项，且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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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

8~24

Ve）通过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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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科伦药业” ）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

8~24

Ve）”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

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

8~24

Ve）

剂型：注射剂

规格：250ml：大豆油25g与中链甘油三酸酯25g

申请内容：一致性评价申请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

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

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近日我公司的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

8~24

Ve）通过一致性评价并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

准通知书，为需要进行静脉营养的患者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

肠外营养在危重、严重创伤等患者的救治中具有重要作用，可快速提供机体所需营养物

质、促进患者康复、改善疾病预后。目前我公司已获批上市8个肠外营养新产品，覆盖单袋、双

室袋、三腔袋不同包装形式，且因差异化的产品配方临床可满足不同类型（肝功能受损、围手

术期、危重症等）和不同能量需求患者的营养治疗。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为临床应用最广泛

的脂肪乳，具有迅速供能、高效节氮、保护肝脏等优势，已被国内外指南广泛推荐用于肝功能

受损与肿瘤等患者。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

8~24

Ve）为2020版国家医保目录品种，2019年中

国销售额7.8亿元。 本次我公司国内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 将进一步提升该品种的市场竞争

力。此外，随着该产品国内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及后续系列品种的续贯获批，我公司将成为

品类齐全、国内领先的肠外营养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科伦药业已获批上市的肠外营养新产品情况

序号 包装形式 产品名称 临床适用人群

1

三腔袋

（4个）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1%)注射液

低能量需求和基础能量需求的大部分患者

2 脂肪乳(10%)/氨基酸(15)/葡萄糖(20%)注射液

3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9%)注射液 高能量需求的重症患者

4 中长链脂肪乳/氨基酸(16)/葡萄糖(16％)注射液

低能量需求和基础能量需求的大部分患者，尤其适用

于肝功能受损和肿瘤患者

5

双室袋

（3个）

丙氨酰谷氨酰胺氨基酸（18）注射液

严重烧伤/创伤、急性胰腺炎、外科重症、肿瘤与ICU患

者

6 氨基酸葡萄糖注射液 严重高脂血症或脂代谢障碍的患者

7

复方氨基酸（16AA-Ⅱ）/葡萄糖（48%）电解质注射

液

严重高脂血症或脂代谢障碍的患者，尤其适用于输液

体积受限与高营养需求的患者

8

单袋/瓶（1

个）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

8~24

Ve)

国内外临床应用最广泛的脂肪乳，特别适用于肝功能

受损与肿瘤患者

三、风险提示

该产品未来生产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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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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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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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了公司独立董事

杨东涛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杨东涛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职务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相应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杨东涛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 《江苏联瑞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的人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杨东涛女士

的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在此期间，杨东涛

女士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其在董事

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中的相关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

作。

杨东涛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对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杨东涛女士在其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

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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