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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７号公司１１层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并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收到全体董事的表决意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文
件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分别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监事、纪委书记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会成员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
名，公司监事会成员、纪委书记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
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形成
如下决议：
以９票赞成、０票回避表决、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出售北京
德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和债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事项如下：
剥
１．同意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北京德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最
离相关资产和负债后）１００％股权及债权，转让的挂牌起始价不低于１５．７５亿元（
终挂牌起始价格以西城区国资委核准批复／备案意见为准），其中，股权价格不低
于１４．０９亿元，债权价格不低于１．６６亿元；
２．同意将Ｊ２安康拆迁项目、应收账款等资产０．３７亿元、质保金及租赁押金等
负债０．６０亿元在股权及债权转让时进行协议剥离， 剥离部分净负债为０．２３亿元，
剥离资产及负债的后续所有支出和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３．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具体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
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关于挂牌出售北京德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和债权的公告》和《
关于
ｃｎ）上的《
挂牌出售北京德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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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为准）。
２．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９票赞成、０票回避表决、０票反对、０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挂牌出售北京德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和债权的议案》，
同意本次交易并授权经理班子办理具体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
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３．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目的
受北京市写字楼潜在供应量增加、国有企业总部需求外溢等因素影响，北京
市非核心区域写字楼租赁市场面临下行压力。
德胜国际中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８３号， 总建筑面积约２２．９５万
平方米，公司持有运营德胜国际中心部分面积约３．８万平方米（
业态包含写字楼、
商业、地下零散配套服务用房和车位）。 德胜国际中心２０２０年的出租率约为８０％，
租户以中小创业型科技企业、餐饮企业等为主，租金承受能力相对有限，加之公
司持有面积占项目整体比例较低，存在物业共用配套，管理界面交叉等问题，租
赁经营压力较大。
综上，公司拟将德胜公司１００％股权及债权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
售，处置公司持有的德胜国际中心部分物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德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００年７月４日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１６５号翔达大厦写字楼７０１室
法定代表人：刘洋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商品房销售；家居装；信
息咨询；信息技术开发应用及其销售相关设备；销售建筑材料。
德胜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２．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
德胜公司主要资产为德胜国际中心部分写字楼、商业、配套用房、车位，持有
面积约３．８万平方米。
３．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德胜公司１００％股权。
４．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未经审计）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挂牌出售北京德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和债权的公告

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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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以下简称“
德胜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目
１．北京德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前主要业务为出租运营德胜国际中心部分写字楼和商业。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
要， 公司拟将德胜公司１００％股权及债权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挂
牌起始价格暂定为１５．７５亿元（
最终挂牌起始价格以西城区国资委核准批复／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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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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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８３号金鼎大厦３３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
况：
１、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Ａ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

５０２，６３８，５２６

票数

９９．２２１５

弃权
比例（
％）

３，９３０，１６４

０．７７５８

票数

比例（
％）

１３，２００

０．００２７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２、 议案名称：关于《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Ａ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

５０２，６０３，０２６

票数

９９．２１４５

弃权
比例（
％）

３，９６５，６６４

０．７８２８

票数

比例（
％）

１３，２００

０．００２７

３、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Ａ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

５０２，６６２，９２６

票数

９９．２２６３

弃权
比例（
％）

３，９０５，７６４

０．７７１０

票数

比例（
％）

１３，２００

０．００２７

（
二） 涉及重大事项，５％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

票数

弃权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１

关于 《
利群商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限制性股票 １２６，２６５，００９
激励计划 （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９６．９７１５ ３，９３０，１６４

３．０１８４

１３，２００

０．０１０１

２

关于 《
利群商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限制性股票 １２６，２２９，５０９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

９６．９４４２ ３，９６５，６６４

３．０４５６

１３，２００

０．０１０１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股票激励计划相 １２６，２８９，４０９
关事宜的议案

９６．９９０２ ３，９０５，７６４

２．９９９６

１３，２００

０．０１０１

（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１、 议案１－３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２／３
以上通过。
２、 胡培峰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对议案１－３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青岛）律师事务所
１、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
律师：李萍、孙志芹
２、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证券法》 等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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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７６

１，２７９．４０

９５，９５７．２０

９５，９５７．２０

负债总额

３９，０８９．３８

３９，９９１．７０

净资产

６５，０５５．４９

６１，９７７．９３

未经审计）
２０２０年（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

营业收入

６，２４３．８９

５，６９６．９７

营业利润

７，５４１．４６

２１，７１３．５０

利润总额

７，５５１．６７

２１，９９５．６０

净利润

５，６６３．９２

１６，４９１．６９

１２，３７７．６３

－６，１３０．０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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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６０．７３８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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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徐恭藻先生主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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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人，出席５人，董事丁琳、王文、独立董事戴国强、姜省路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２、 公司在任监事３人，出席２人，监事王本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３、 董事会秘书张兵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１、 议案名称：关于《
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１０１，９６９．６３

应收账款净额

５０６，５８１，８９０

３、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０４，１４４．８７

投资性房地产

７９

股）
２、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类型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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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
公司”）遵循
《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
《
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针对《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草案）》（
以下简称“
本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
２０２１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登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８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及相关议案，并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９日作出首次公开披露。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六个月内（
即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８日，以下简称“
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１、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２、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
以下简称“
中国
３、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结算上海分公司”） 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
认， 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公司在筹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
相应保密措施， 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
记，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证明，本次自查期间，有２名核查对象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除此之外的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
序号

名称

买卖日期

买卖方向

变更股数

１

利群集团股份有
公司第一大股东
限公司

职务

２０２０－８－１２

买入

８，３５４，２５０

２０２０－１０－９

买入

８，３５４，２５０

２

朱春泰

２０２０－９－２１

卖出

２０，０００

公司董监高近亲属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持本公司股票情况详见公司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披露
的《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６）以及２０２０
年１０月１０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暨增持计划完成的
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５）。
根据上述核查对象出具的声明， 其在自查期间买卖所持公司股票的行为，
系基于对市场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投资处置，并不知晓任何关于本激励计划的
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
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 公司本激励计划筹划、讨论过程中已按照上述
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
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 在公司发布本激励计划公告
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本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
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
明》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２、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０８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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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
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举行。 会议在取得全体董事同意后，由董事
（
以下简称“
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及《
中国
共和国公司法》《
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公司７名董
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并一致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
关于推选张兆祥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人
事与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０５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
关于推选张兆祥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人事与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张兆祥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人事
与薪酬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根据《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张兆祥在表决过程中依法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回避。 公司其
他６名董事投票同意上述议案。
表决结果：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３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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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的子公司绍兴市同源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同源健康”）取得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健康局颁发的《
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具体内容如下：
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绍兴市同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越城震元堂中医院
法定代表人：王浩梁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胜利西路６５７号主楼１－２层
主要负责人：叶青
诊疗科目： 内科／儿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Ｘ 线诊断专业 （
协议）／中医
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专业，儿科专业；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康复
医学专业／中西医结合科＊＊＊＊＊＊
登记号：３３０６０２ＰＤＹ７８３９７４１９Ａ２１０２

有效期限：自２０２１年 １月２５日至 ２０２６ 年１月２４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政策，围绕大
健康、大卫生和大医学的医疗健康产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医疗健康产业也是
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 本次震元堂中医院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
助于公司抓住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黄金期， 充分利用好医疗健康产业政策、震
元堂品牌优势、医生资源优势，加快拓展健康服务，满足消费者多层次医疗需
求，促进公司健康业务发展。
三、备查文件
绍兴市同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越城震元堂中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特此公告。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５．交易标的资产负债剥离
公司拟将德胜公司的Ｊ２安康拆迁遗留事项、 德胜国际中心建设期和运营期
工程质保金、公司８套遗留房产、租赁期租赁押金等从交易标的公司中剥离（
其中
剥离资产０．３７亿元，剥离负债０．６０亿元，剥离部分净负债为０．２３亿元）。
本次挂牌转让后，公司将在股权交割日前，通过协议约定将拟剥离事项和拟
剥离资产负债的权利义务由标的公司转移至公司承接处理， 公司承担和享有与
之相关的所有成本和收益。
６．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及北京国融兴华评估公司对德胜公司剥离上述
资产和负债后净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预评估。 评估基准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德胜
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１７６，２１５万元，负债评估价值为３５，３２９万元，净资产评估价
值为１４０，８８６万元。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基准日账面金额

资产总额

基准日预评估值

评估增减值

１００，３８９．９１

１７６，２１４．９３

３，３６０．２２

４，７４４．３０

１，３８４．０８

投资性房地产

９５，９５７．２０

１７０，３９８．１６

７４，４４０．９６

负债总额

３５，３２８．９３

３５，３２８．９３

其他应付款

１６，６１３．８５

１６，６１３．８５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７，７２２．２１

１７，７２２．２１

净资产

６５，０６０．９７

１４０，８８６．００

存货

７５，８２５．０２

７５，８２５．０３

７．交易标的其他有关事项
（
１）公司对德胜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１．６６亿元计入挂牌转让对价，挂牌转让
完成后，摘牌方承接上述股东借款，公司不再为德胜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
２）公司不存在为德胜公司提供担保、委托德胜公司理财等相关情况。
（
３）德胜公司股权及主要资产不存在抵押和质押情况。
（
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
财务资助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１．交易方式
公司拟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披露德胜公司股权及债权的交易信息， 意向
受让方按照北京产权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摘牌、支付交易价款并完成交割。
２．挂牌起始价格
本次交易挂牌起始价格暂定为１５．７５亿元， 其中德胜公司１００％股权价格为
１４．０９亿元、相应债权价格为１．６６亿元，最终挂牌起始价格以西城区国资委核准批
复／备案意见为准。
３．交易相关安排
（
１）过渡期损益的承担：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完成日止的期间内，德胜公
司相关损益均由公司承担和享有；交割完成日后，除由公司继续承接的德胜公司
其他事项外，其他损益由受让方承担和享有。
（
２）交易价款支付安排：
受让资格确认书》 后３个工作日内支付保证金
① 意向受让方取得北交所 《
（
挂牌价格的３０％）至北交所指定账户。
产权交易合同》后５个工作日内，意向受让方支付剩余交易价款（
挂
② 签订《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１３、０１５１３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０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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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以电
子邮件形式发送。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１１人，实际参会董事１１人。 本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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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
关于丽珠生物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同意Ｌｉｖｚ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与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就丽珠
生物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表决情况：同意１１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架构重组暨关联交
易的进展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１３、０１５１３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架构重组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优化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
丽珠集团”）控
股子公司Ｌｉｖｚ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丽珠开曼”）及其下属企业的股权
架构、便于该等公司的境内外融资，本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８日召开了２０２１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架构调整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本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Ｌｉｖｚ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健康元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健康元”）、 健康元的 全 资 子 公 司 Ｊｏｉｎｃａｒ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 Ｌｔｄ．、ＹＦ Ｐｈａｒｍａｂ Ｌｉｍｉｔｅｄ与丽珠开曼及其
控制的企业丽珠生物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丽珠生物香港”）、珠海市丽
以下简称“
丽珠生物”）、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
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珠海市卡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
重组框架协议》，各方商定
拟对丽珠开曼下属企业实施股权架构重组，实现以丽珠生物作为丽珠开曼下属
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有关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
企业境内外的控股平台公司（
请见公司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５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３６、２０２１－００３、２０２１－００６、２０２１－００８）。

股票代码：６０１３２８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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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价格的７０％）至公司账户。
产权交易凭证》后，双方办理德胜公司的工商变更及物业交
③ 北交所出具《
付。
④ 工商变更完毕后，北交所将保证金划转至公司账户。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和债权转让完成后， 预计２０２１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可增加
１５．７５亿元，公司合并层面将实现净利润约４．８７亿元。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在坚持“
双轮驱动”战略不动摇的基础上，将持续调
整优化自持物业结构。 本次通过出售非核心区域的非整栋物业，有利于提升公司
资产周转效率，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财务稳健性。
七、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对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票上市规则》及《
简称“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出售北京金丰万晟置业有限
公司股权和债权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交易考虑到行业趋势和市场竞争情况，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且交易
定价经公开挂牌交易产生，交易定价公平、合理，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自持物业资产结构，提升公司资产周转效率，优化
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财务稳健性。
八、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挂牌出售北京德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和债权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对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票上市规则》及《
简称“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挂牌出售北京德胜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和债权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本次交易考虑到行业趋势和市场竞争情况，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且交
易定价经公开挂牌交易产生，交易定价公平、合理，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自持物业资产结构，提升公司资产周转效率，优
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财务稳健性。
独立董事：
杨小舟 张巍 朱岩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丽珠集团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丽
珠生物就受让丽珠生物香港１００％股权事宜与丽珠开曼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Ｌｉｖｚ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受让方：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就本次丽珠生物香港股权转让事宜，双方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丽珠生物香港的全部
１、 根据《
股权，受让方受让上述股权的所有权（
以下简称“
本次股权转让”）。
注：该对价为６１０万美元按照
２、 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为３，９４４．５７万元人民币（
协议签署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１美元对人民币６．４６６５元换
算）。
３、 受让方应自取得主管发改委及主管商务部门和外管局或其指定银行就
本次股权转让的备案证明文件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或双方另行协商的时间缴付
本次股权转让对价。
４、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应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自交割时起，在
受让方支付了本次股权转让对价的前提下，受让方应对转让的股权享有排他的
所有权。
股权转让协议》自签署日起生效。
５、 《
二、 有关协议的审批程序
本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８日召开，审议通过了《
关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架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
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全部事宜。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关于丽珠生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经参会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
物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１１票，弃权０票，反对０
票）。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
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 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根据《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架构重组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３６），本次交易包括丽珠生物的股权转让与增
资、境外Ａ轮融资平移境内、丽珠单抗股权转让、卡迪生物股权转让、丽珠生物香
港减资及股权转让、境外架构清理等。 本次交易实施还需根据各方后续签署的
相关文件逐步落实和推进，受市场环境变化、监管环境变化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
响，后续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完成情况取决于工商变更登记、银行
付汇程序、境外减资程序等完成时间。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根据本次交易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１、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股权转让协议》。
２、 《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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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交通银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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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１６３条的规定，经任德奇董事长提议，
根据《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临时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以现场和视频
相结合的方式，在上海、北京、银川和香港召开。 根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第１１条的规定，本公司于１月１８日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本次会
议通知和文件。 任德奇董事长主持会议。 出席会议应到董事１５名，亲自出席董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１５名。 部分监事及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与会人数符合《
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关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经营计划》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
关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经营计划〉的议
案》，同意２０２１年度经营计划和２０２１年度薪酬总额。
表决情况：同意１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二）关于聘任郝成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决议
（
会议审议批准了《
关于聘任郝成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
案》，同意聘任郝成先生为本公司副行长。 郝成先生的副行长任职资格，尚须报
请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６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表决情况：同意１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郝成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
三）关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政策》的决议

证券代码：３００７６１

证券简称：立华股份

会议审议批准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政策》。
表决情况：同意１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四）关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和《
交通银行股份
（
有限公司互联网贷款业务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的决议
交通银
会议审议批准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和《
行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贷款业务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
表决情况：同意１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五）关于召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
关于召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１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本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４日召开，会议通知和会
议资料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郝成先生简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附件：
郝成先生简历
郝成，男，１９７１年生，中国国籍，高级工程师。 郝先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起任本行党
委委员。 在此之前，郝先生工作于国家开发银行，曾任国家开发银行吉林分行行
长，总行人事局副局长，天津分行副行长，总行人事局综合处处长、政策处处长、
系统干部处处长、政策处副处长，总行信用管理局信用管理二处、信用管理四处
副处长。 郝先生２００９年于北京交通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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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持股５％以上股东艾伯艾桂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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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立华股份”）于２０２１年 １
月２７日收到公司持股５％以上股东艾伯艾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艾伯艾桂”）出
具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艾伯艾桂自减持之日起至本次报告书签署日，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１０，９５５，９９９股，艾伯艾桂持
有公司股份降至２０，１９４，００１股，持股比例降至５％。 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
一）股东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二）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艾伯艾桂

股份性质

本次股份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股份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１，１５０，０００

７．７１％

２０，１９４，００１

５．０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１，１５０，０００

７．７１％

２０，１９４，００１

５．０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
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
２、本次权益变动符合《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等的规
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形。
３、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艾伯艾桂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在减持计
划实施期间，艾伯艾桂将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４、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
登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０２０／３／５

５６．１９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２０２０／９／１８－２０２０／９／２２

３７．４２－３８．４０

４５０，０００

０．１１％

２０２０／１１／２－２０２０／１１／３０

３５．７３－３８．６２

２，９２４，８００

０．７２％

２０２０／１２／２－２０２０／１２／１４

３６．６４－３７．２１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２０２１／１／５－２０２１／１／２６

３４．２２－３７．２６

２５０，１９９

０．０６％

－

４，２２４，９９９

１．０５％

２０２０／２／２４

４６．７６

１，２８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２０２０／３／２－２０２０／３／５

４６．７６－４７．９６

２，６４０，０００

０．６５％

２０２０／９／１８

３４．５３

９００，０００

０．２２％

２０２０／１０／２７

３０．８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０２０／１１／１２－２０２０／１１／２７

３２．０６－３３．６１

８４９，０００

０．２１％

２０２０／１２／１４

３３．７２

６２，０００

０．０２％

小计

－

６，７３１，０００

１．６７％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合计

－

１０，９５５，９９９

２．７１％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小计

大宗交易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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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