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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公开挂牌转让迪耳药业25%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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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聚焦发展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中药大健康产业

核心业务，及时处置低效资产、回笼资金，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拟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迪耳药业）25%股权。

2、根据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的评估结果，迪耳药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58,988,914.30元 （人民币， 下同）， 金华康恩贝持有迪耳药业25%股权的评估价值为39,747,

228.58元。综合考虑资产评估结果及市场和迪耳药业等情况，经公司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金华康恩贝以不低于39,747,229元的挂牌价在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转

让迪耳药业25%股权，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和公司有关制度决定和办理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股权转让本次和后续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所需的有关事宜，根据公开挂牌成交情况签署标的股权转让交易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相

关文件，及办理完成此项交易有关的各项手续等。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金华康恩贝将不

再持有迪耳药业股权。

3、本次金华康恩贝转让迪耳药业25%股权拟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暂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4、因本次金华康恩贝转让迪耳药业25%股权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将实施公开挂牌

转让等流程，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及最终股权受让方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予以确定。公司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规定，持续披露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

况。

5、由于本次股权转让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若公开挂牌期满未征集到

合格受让方，存在股权转让无法完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发展战略需要，为丰富营销团队品种资源，获取对迪耳药

业续断壮骨胶囊这一潜力品种的市场合作开发与经销权，同时也为了扩大整体生产场地、增加

生产能力，金华康恩贝于2015年4月出资人民币2,750万元取得迪耳药业25%股权并派驻管理人

员。但是鉴于最近几年迪耳药业没有具备竞争力的新产品上市，而现有产品竞争力逐渐下降，

其主要产品续断壮骨胶囊未被纳入医保，未来经营发展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金华康恩贝拟对所

持迪耳药业股权进行处置。

2020年7月，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国贸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省国贸集团有关战略部署和要求，公

司加快了资产和业务结构的调整。2021年，结合公司进一步整合聚焦资源发展中医药健康产业

核心业务的需要， 已研究处置完成所持兰溪市兰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和正在挂牌转

让所持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股权，现有关对迪耳药业的审计、评估工作已经完成，审计评估

结果已经省国贸集团核准， 金华康恩贝拟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迪耳药业

25%股权。

（二）批准情况

2021年11月29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参加

审议表决董事11人以全票同意通过了《关于金华康恩贝公开挂牌转让迪耳药业25%股权的议

案》，无反对和弃权票。会议通过决议，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21〕693

号《资产评估报告》，迪耳药业在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158,

988,914.30元，金华康恩贝持有迪耳药业25%股权的评估价值为39,747,228.58元。综合考虑资产

评估结果及市场和迪耳药业等情况，同意金华康恩贝以不低于39,747,229元的挂牌价在浙江产

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迪耳药业25%股权，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公司有关制度决定和办理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股权转让本次和后续在产

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所需的有关事宜， 根据公开挂牌成交情况签署标的股权转让交易的有关合

同（协议）以及相关文件，及办理完成此项交易有关的各项手续等。

二、交易主体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金华康恩贝

2、受让方：为拟在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的受让方，暂未确定，与本公司暂不构成

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迪耳药业基本情况

迪耳药业成立于1996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该公司座落于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

衢路128号，占地64亩，主要从事中西药制剂和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衢路128号

法定代表人 楼金

实际控制人 楼金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6-04-05

营业期限 1996-04-05至2046-04-0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01147288897Y

经营范围

药品生产； 食品生产；食品经营；药用辅料、化学试剂、医药化工中间体（除危险化学品、

易制毒品、监控化学品）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二）股权结构

经分立及历次股权转让后，迪耳药业股东变更为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康恩贝

及张永高等自然人股东，其中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占比52.73%，金华康恩贝占比25.00%,

张永高占比16.34%，其他6位自然人股东占比5.93%。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占比(%)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27.3317 52.7332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50 25

张永高 163.3531 16.3353

何天立 19.4152 1.9415

楼晓峰 15 1.5

姜国平 8.4 0.84

王莉岚 6.5 0.65

陶致德 5 0.5

舒和平 5 0.5

合计 1000 100

（三）业务情况

1.已上市产品

迪耳药业主打产品为双氯芬酸钠缓释片、续断壮骨胶囊、多维铁口服溶液及原料药盐酸金

刚烷胺。

序号 产品名称

2020年度销售额

（元）

毛利率

2021年1-10月销售金

额（元）

毛利率

1 盐酸金刚烷胺 19,264,054.23 18.49% 17,827,030.35 43.55%

2 续断壮骨胶囊 12,970,303.94 90.21% 9,363,667.65 90.46%

3 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21,580,952.85 51.95% 20,295,303.41 55.22%

4 西洛他唑片 3,194,783.63 86.19% 3,377,500.74 84.75%

5 多维铁口服溶液 11,066,434.37 64.76% 8,721,741.78 67.19%

6 复方磺胺甲噁唑口服溶液 309,107.04 33.72% 274,920.30 29.98%

7 五维他口服溶液 1,954,271.51 54.74% 1,891,914.47 55.61%

8 甲磺酸培氟沙星胶囊 148,592.91 9.63% 79,361.03 16.28%

9 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656,602.94 57.56% 422,321.88 65.41%

10 制霉素阴道栓 1,196,468.31 52.04% 212,315.08 62.56%

2.目前业务情况

迪耳药业各项生产经营管理平稳运行，现有职工200余人，拥有9条符合现行GMP要求的现

代化的制剂和原料药生产线，建有较完善的质量管理、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管理等体系。迪耳药

业以浙江省自营队伍为依托， 充分利用金华康恩贝下属的浙江金康医药和海南快克药业两大

销售平台，通过全国独家代理、医院承包代理、OTC区域控销、互联网等销售渠道，多品规、多

渠道、多市场全力推广。

（四）财务情况

迪耳药业近3年及截至2021年10月底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0月31日

总资产 117,443,333.61 114,521,542.82 95,604,197.95 101,533,663.25

总负债 63,864,286.24 57,725,575.67 36,594,198.38 38,503,527.66

股东权益 53,579,047.37 56,795,967.15 59,009,999.57 63,030,135.59

项目名称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1-10月

营业收入 114,618,570.56 105,779,647.38 91,592,191.63 83,444,201.09

营业成本 52,744,111.19 45,846,620.94 44,635,767.94 35,622,064.54

利润总额 13,384,198.33 14,414,669.60 9,043,586.86 4,931,911.63

净利润 10,544,097.33 11,216,919.78 8,214,032.42 3,774,993.74

注：上述2018年至2020年财务数据均经审计，2021年1-10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清产核资情况

迪耳药业清产核资审计前资产总额为95,851,413.47元，负债总额为36,596,271.62元，所有

者权益为59,255,141.85元。根据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清产核

资专项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 9941号），迪耳药业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清查核资审计后

资产总额为95,604,197.95元，负债总额为36,594,198.38元，所有者权益为59,009,999.57元，与账

面数相比，分别调减247,215.52� 元、调减2,073.24元和调减245,142.28元。审定后资产负债表项

目主要构成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中介机构

审定数

项 目

中介机构

审定数

流动资产合计 39,169,508.26 流动负债合计 34,084,499.05

货币资金 15,819,531.41 应付账款 5,168,321.97

应收账款 6,107,674.14 合同负债（预收货款） 2,855,550.05

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 3,087,798.68 应付职工薪酬 3,106,387.93

预付款项 595,858.95 应交税费 3,268,044.61

存货 13,553,895.08 其他应付款 19,314,972.99

非流动资产合计 56,434,689.69 非流动负债合计 2,509,699.33

固定资产 50,724,341.07 递延收益 1,710,923.35

无形资产 4,598,835.47 负债合计 36,594,198.3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11,513.15 所有者权益合计 59,009,999.57

资 产 合 计 95,604,197.95 未分配利润 35,944,200.23

注：其他应付款余额1,931.50万元，主要系应付费用款1,579.52万元、应付暂收款189.88万

元、押金保证金158.71万元。

四、资产评估及公开挂牌底价的确定

在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迪耳药业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基

础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至2020年12月31日迪耳药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

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果，出具了《浙江康恩贝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坤元评报〔2021〕693号）。其中：资产账面价值95,604,197.95元，评估价值193,872,

189.33元，评估增值98,267,991.38元，增值率为102.79%；负债账面价值36,594,198.38元，评估价

值34,883,275.03元， 评估减值1,710,923.35元， 减值率为4.68%；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59,009,

999.57元，评估价值158,988,914.30元，评估增值99,978,914.73元，增值率为169.43%。

（一）资产评估情况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39,169,508.26 39,947,746.18 778,237.92 1.99

二、非流动资产 56,434,689.69 153,924,443.15 97,489,753.46 172.75

其中：固定资产 50,724,341.07 94,725,070.00 44,000,728.93 86.74

固定资产-建筑物 36,950,172.20 78,926,200.00 41,976,027.80 113.60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13,595,318.12 15,593,720.00 1,998,401.88 14.70

固定资产-车辆 178,850.75 205,150.00 26,299.25 14.70

无形资产 4,598,835.47 58,087,860.00 53,489,024.53 1,163.10

其中：无形资产一土地使用权 4,598,835.47 43,210,000.00 38,611,164.53 839.59

无形资产一其他无形资产 14,877,860.00 14,877,86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11,513.15 1,111,513.15

资产总计 95,604,197.95 193,872,189.33 98,267,991.38 102.79

三、流动负债 34,084,499.05 34,084,499.05

四、非流动负债 2,509,699.33 798,775.98 -1,710,923.35 -68.17

其中：递延所得税负债 798,775.98 798,775.98

负债合计 36,594,198.38 34,883,275.03 -1,710,923.35 -4.68

股东权益合计 59,009,999.57 158,988,914.30 99,978,914.73 169.43

（二）公开挂牌底价的确定

根据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的评估结果，迪耳药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158,

988,914.30元，金华康恩贝持有迪耳药业25%股权的评估价值为39,747,228.58元。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同意， 金华康恩贝拟以39,747,229元为底价， 在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迪耳药业25%股

权，董事会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公司有

关制度决定和办理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股权转让本次和后续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所需的有关

事宜，根据公开挂牌成交情况签署标的股权转让交易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相关文件，及办

理完成此项交易有关的各项手续等。

五、转让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

1、迪耳药业发展缓慢，未来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最近几年迪耳药业没有在新药研发上进行投入，导致并没有具备竞争力的新产品。现有产

品竞争力逐渐下降，整体商业价值不大，主要产品续断壮骨胶囊未进医保。同时，迪耳药业还面

临工厂需要搬迁的困境。盐酸金刚烷胺和续断提取车间按开发区规划需要搬迁，而目前迪耳药

业尚未对搬迁用地进行规划，未来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2、从参股企业退出，集中资源聚焦主业

将子公司参股迪耳药业25%的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聚焦主业，集中资源发展中药大健康产

业，符合公司聚焦中医药主业做大做强的战略规划。

（二）主要影响

1、业务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以中药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业务的竞争优势和能力不会构成不利影

响。

2、本次股权转让可能的损益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挂牌底价3,974.72万元较2021年10月底金华康恩贝持有迪耳药业25%股权的

账面价值3,265.92万元高出708.80万元，因此本次交易如能完成，预计不会对公司造成损失。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影响以交易完成后的计算结果为准，预计本次

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 若公开挂牌期满未征集到

合格受让方，存在股权转让无法完成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其他事项说明

1、关于过渡期损益安排：自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后至交割日（预计2021年12月底）

期间，金华康恩贝按持股比例应享有的迪耳药业净利润将与受让方另行签署协议，通过迪耳药

业分红方式实现。

2、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迪耳药业债权债务处置和员工安置问题，迪耳药业职工劳动关系

不因本次转让发生改变。

3、本次股权资产采用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暂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 本次金华康恩贝转让迪耳药业25%股权最终交易价格及受让方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予

以确定。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定，本事项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实施公开挂牌转让等流程，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办理股权转让相关事项，并持续披露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公司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 9941号）；

3、《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1〕693号）。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80� � � �证券简称：君实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1-086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Aurora� A抑制剂JS112

获得药物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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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微境生物医药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境生物” ）共同投资的苏州君境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收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受理通知书》，Aurora� A抑制剂WJ05129片 （项目代号

“JS11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由于药品的研发周期长、审批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

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WJ05129片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101685、CXHL2101686

申请人：苏州君境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

理。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JS112是一种口服小分子Aurora� A抑制剂。Aurora� A作为Aurora激酶家族中丝氨酸/苏氨

酸蛋白激酶中的一员，在细胞有丝分裂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Aurora� A通过抑制重组蛋白A、

乳腺癌1号基因（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protein� -� 1，BRCA1）和BRCA2来破环DNA的

损伤和修复。Aurora� A抑制剂与RB1基因缺失或失活具有合成致死的效果， 可以用于治疗小

细胞肺癌和三阴乳腺癌等RB1缺失或失活的恶性肿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全球尚无Aurora�

A抑制剂获批上市。

公司拥有JS112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生产权、委托生产权及销售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9月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0-016。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

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80� � � �证券简称：君实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1-085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特瑞普利单抗联合

顺铂和吉西他滨用于局部复发或

转移性鼻咽癌患者的一线治疗的

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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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特瑞普利单抗（商品名：拓益?，

产品代号：JS001）联合顺铂和吉西他滨用于局部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患者的一线治疗的新适

应症上市申请获得批准。 由于药品获得上市批准后的商业化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

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相关情况

药品名称：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受理号：CXSS2100016、CXSS2100017、CXSS2100018

证书编号：2021S01185、2021S01186、2021S01187

上市许可持有人：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增加适应症，具体为：“本品联合顺铂和吉西他滨用于局部复发或转移

性鼻咽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鼻咽癌是一种原发于鼻咽部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是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之一。据世

界卫生组织统计，2020年鼻咽癌在全球范围内确诊的新发病例数超过13万， 其中近半数在中

国。对于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目前的治疗手段有限，一线标准治疗方案是以铂类为基础的

两药联合化疗，患者的总体生存亟待改善。

2021年2月， 特瑞普利单抗联合顺铂和吉西他滨用于局部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患者的一

线治疗的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

本次新适应症的获批基于JUPITER-02研究（NCT03581786），是一项随机、双盲、安慰

剂对照、国际多中心的III期临床研究，由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徐瑞华教授担任主要研究者。

研究结果表明，较吉西他滨/顺铂的标准一线治疗，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吉西他滨和顺铂一线治

疗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患者可获得更优的无进展生存期、 更高的客观缓解率和更长的缓解

持续时间，安全性可管理，且无论患者PD-L1表达如何，均可获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研

究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一线治疗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的III

期临床研究。JUPITER-02研究成果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ASCO� 2021）上以全体大会

“重磅研究摘要” 形式发表，亦于2021年9月获《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IF=53.440）

封面推荐。

特瑞普利单抗是中国首个批准上市的以PD-1为靶点的国产单抗药物，且至今已在中、美

等多国开展了覆盖超过15个适应症的30多项临床研究。2018年12月17日， 特瑞普利单抗获得

国家药监局有条件批准上市， 用于既往接受全身系统治疗失败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

瘤的治疗。2020年12月，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成功通过国家医保谈判，被纳入新版国家医保目

录。2021年2月， 特瑞普利单抗用于既往接受过二线及以上系统治疗失败的复发/转移性鼻咽

癌患者的治疗获得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2021年4月，特瑞普利单抗用于含铂化疗失败包括

新辅助或辅助化疗12个月内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的治疗获得国家药监局附

条件批准。此外，特瑞普利单抗还获得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黑色素瘤诊疗指南》

《CSCO头颈部肿瘤诊疗指南》《CSCO鼻咽癌诊疗指南》《CSCO尿路上皮癌诊疗指南》及

《CSCO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临床应用指南》推荐。

2021年3月， 特瑞普利单抗用于晚期黏膜黑色素瘤的一线治疗被国家药监局纳入突破性

治疗药物程序。2021年7月，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含铂化疗一线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食管鳞癌

的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在国际化布局方面，特瑞普利单抗在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 ）的首个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iologics� License� Application，

以下简称“BLA” ）已获正式受理并被授予优先审评，特瑞普利单抗也是首个向FDA提交BLA

的国产抗PD-1单抗。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特瑞普利单抗已在黏膜黑色素瘤、鼻咽癌、软组织肉

瘤、食管癌领域获得FDA授予2项突破性疗法认定、1项快速通道认定、1项优先审评认定和4项

孤儿药资格认定。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且药品获得上市批准后的商业化

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87� � � �证券简称：华源控股 公告编号：2021-069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性质为股份减少，未触及要约收购；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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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李志聪先生及一致行动人李炳兴先生、陆杏珍女士（以下统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出具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1年11月29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志聪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

份3,03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96%。 本次减持前， 李志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5,

153.870股，占公司总股本36.44%；本次减持后，李志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2,123,870股，占公

司总股本35.48%。

自2019年7月11日至2021年11月2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金需要主动减持公司股

份17,859,43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65%。因公司可转换债券转股，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减少0.87%。 上述事项共同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减少达到6.52%。具体减持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1 陆杏珍

集中

竞价交易

2019年7月12日 983,468 7.66 0.32%

2 李志聪

集中

竞价交易

2019年7月11日 1,093,100 7.70 0.35%

2019年7月12日 992,862 7.59 0.32%

大宗交易

2019年9月4日 3,080,000 6.10 0.99%

2019年9月5日 900,000 6.20 0.29%

2019年9月6日 1,580,000 6.20 0.51%

2020年1月2日 2,820,000 6.70 0.91%

2020年1月3日 800,000 6.70 0.26%

2021年11月29日 3,030,000 5.38 0.96%

3 李炳兴 大宗交易

2020年1月2日 2,180,000 6.70 0.70%

2020年1月3日 400,000 6.70 0.13%

合计（主动权益变动） 17,859,430 / 5.65%

注：本文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

造成。

持股比例计算口径：

（1）2020年1月31日前的持股比例按照公司当时总股本311,023,803股计算。

（2）2020年1月31日后的持股比例按公司截至2021年11月20日可转换债券转股后的最新

股本315,975,411股计算。

（3）被动稀释比例：上述权益变动期间，因华源控股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转股，公司总股

本增加4,951,608股，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共计持有公司股份173,437,558股， 占公司总股本

55.76%；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共计持有公司股份155,578,128股，占公司总股本

49.24%。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公司实际控制人中李炳兴、李志聪承诺：①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核准发行人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事项，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②

如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③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三人持有的公司

股票已于2019年1月2日上市流通。

2、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陆杏珍承诺：①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核准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事项，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②如本人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陆杏珍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炳兴、李志聪、陆杏珍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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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3、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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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就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履行了信息

披露义务，详细情况请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5、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

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四、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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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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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1年11月27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1月22日以即时通讯工具、电话等方式送

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汤春辉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

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本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用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未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的

相关规定， 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4,967,113.53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5,572,476.13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已用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1-004）。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并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事项审议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并且公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建立了具体的操作流程，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银行承

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三、备查文件

1.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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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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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于2021年

11月25日、11月26日、11月29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 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泉峰精密技术控股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潘

龙泉先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11月25日、11月26日、11月29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序，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

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目前尚未发现涉及本公司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公司也不涉

及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

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1年11月25日、11月26日、11月29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公司股票价格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提请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序，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无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四）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正

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

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

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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