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133� � � �证券简称：泰坦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6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购资产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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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公司的经营模式决定了对资金的需求量大， 且对外投资是公司重要的战

略，本次并购需要资金176,823,804元，其中银行贷款106,000,000元，贷款利率介

于4.5%-5%之间，自有资金70,823,804元。若公司银行授信出问题，会对公司经营

性现金流造成106,000,000的缺口。

一、本次交易的付款安排

根据公司与TAP、 毕风华、 安徽天地、 安徽天地实际控制人Bala� Chandran�

Nalliah、Elinora� Bohyun� Park、Regina� Miyoung� Park、Rozelia� Soyoung� Park、

Hoon� Choi于2021年12月3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的具体付款安

排如下：

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划款义务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

先决条件满足或被豁免为前提，具体先决条件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74）

公司在收到安徽天地及出让方关于先决条件已完成的书面通知后的五(5)

个工作日内对该等条件是否满足或豁免予以核实并书面通知核实情况，该核实

确认通知发出之日即为交割日。

在交割日起十五（1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分别以人民币形式一次性足额将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在代扣代缴相关所得税后划入TAP收款账户和毕风华收款账

户内。

二、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本次并购安徽天地高纯溶剂有限公司的金额为176,823,804元， 资金来源于

银行并购贷款和自有资金两部分， 其中银行贷款106,000,000元， 贷款利率介于

4.5%-5%之间，具体利率取决于最终确定的合作银行，该贷款计划借款期限为7

年，本金及利息偿还主要利用被投资企业年度分红及公司通过该业务经营获利

偿还。自有资金70,823,804元使用公司留底资金支付。

截止到12月2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5.5亿，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募集资金和

银行授信，公司非受限自有资金紧张。本次交易的资金使用可能影响公司的现

金流，公司补充披露该风险。

三、并购对象的业务协同性

高纯溶剂是制药、食品、电子、石化、生物工程等领域的基础性材料和功能

性材料，广泛应用于科研领域和工业领域。公司通过此次并购，加上年初对萃英

化学的战略投资，公司已经在核磁用氘代试剂，液相及液质联用色谱溶剂完成

布局，能够保障国内关键分析仪器用试剂的技术领先和稳定供应，也与生物医

药、材料化学、新能源、分析检测及科研院所客户建立更为紧密信赖的战略合作

关系。

本次并购将安徽天地在高纯溶剂领域的品牌优势、技术工艺优势、产能优

势、生产管理经验优势与泰坦科技的客户优势、销售渠道优势、一站式采购服务

优势结合，形成业务协同。

四、并购对象的技术先进性

高纯溶剂是化学试剂行业的一个细分领域，是分析测试、科学研究、生命科

学的关键基础物质，以及制药、食品、电子、石化、生物工程等领域的基础性材料

和功能性材料。

根据下游应用行业不同，高纯溶剂可分为科研及测试用高纯溶剂、生化及

制药用高纯溶剂、电子及太阳能等用途的高纯溶剂；按化学特性不同，高纯溶剂

可分类为无机高纯溶剂、有机高纯溶剂、生物试剂及电子溶剂。根据产品使用等

级不同可分为液相色谱级、农残级、无水级、生物级、制备级、医药级等。

目前，全球高纯溶剂产业主要集中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产品品质最好

的是德国默克公司，其次是Sigma-Aldrich、天地、赛默飞世尔、霍尼韦尔等属于第

二梯队。在中国，天地（TEDIA）已是高纯溶剂市场的领导品牌之一。

中国高纯溶剂行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相对于国外发展较晚，在液相色谱

级高纯溶剂生产领域形成了以安徽天地、安徽时联、上海星可、天津康科德等为

代表的生产企业，国内企业的产品品种单一、产品稳定性较弱、企业整体规模较

小、基础研究及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从而导致国内高纯溶剂

市场整体对外依存度较高。

安徽天地主要生产液相色谱级、农残级、无水级、生物级、制备级、医药级高

纯溶剂及部分标准品，液相色谱级高纯溶剂为其核心产品，其中乙腈和甲醇占比

50%，其它品种50%。

在质量控制方面，安徽天地生产技术方案通过9道严格的流程来控制高纯溶

剂的生产质量。同时为了生产技术的优化与提升，安徽天地还采用跟美国天地同

样的SAP控制系统，质量控制检测方法，以及天地专有的纯化和灌装技术。

安徽天地拥有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

五、本次交易估值是否公允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人员的评估， 安徽天地在评估基准日

（2021年8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22,900.00�万元。经双方数轮谈

判及尽职调查结果确定，公司股权交易的估值为人民币22,800.00万元。交易估值

参考评估值具有公允性。

近年来安徽天地经营业绩保持持续增长，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13

亿元，净利润2254万元；2021年1~8月实现营业收入9173万元，净利润1614万元。

按照2020年的净利润计算本次并购PE为10.11， 参考目前A股精细化工产品行业

平均市盈率47.11，交易估值具有公允性。

六、部分更正内容

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star.sse.com）的公告《关于公司收购

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中的部分内容因格式原因显示乱码，现补

充更正如下：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

（二）交易及付款安排等情况

……

4.1� �先决条件

……

4.1.2各方同意，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第4.1.1条第（2）条完成之日起十五（15）

日内，就与股权转让价款有关的任何税项向主管政府机构进行税务申报和备案，

为出让方代扣代缴相关税款（如有），并向出让方提交完税证明。

……

4.1.6出让方、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二十（20）个

工作日内完成本协议约定先决条件的第 （1）、（2）、（3）、（5）、（6）、（7）、

（8）、（9）和（10）项约定之先决条件，若逾期超过二十（20）个工作日的，受让

方即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5.1� �交割

5.1.1交割应于受让方根据第4.1.5条约定核实并书面确认第4.1.1条约定的全

部先决条件被满足或被豁免之日（“交割日” ）发生。

特此公告。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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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新冠中和抗体药物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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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

司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细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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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公司在研

产品SCTA01C注射液以及SCTA01C注射液与SCTA01注射液联合使用的临床试

验申请获得批准（批件号：2021L90025、2021L90026、2021L90027）。由于药物临

床试验过程中不可预测因素较多，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都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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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基本情况

（一）药品名称：SCTA01C注射液

受理号：CXSL2101435

批件号：2021L90025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规格：375mg(10ml)/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注册申请人：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根据《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

管理办法》和《药品特别审批程序》，经特别专家组评议审核，应急批准本品进

行临床试验。适应症：SARS-CoV-2感染性疾病（COVID-19）。

（二）药品名称：SCTA01C注射液

受理号：CXSL2101436

批件号：2021L90026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规格：375mg(10ml)/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注册申请人：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根据《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

管理办法》和《药品特别审批程序》，经特别专家组评议审核，应急批准本品进

行临床试验。适应症：SARS-CoV-2感染性疾病（COVID-19）。

（三）药品名称：SCTA01注射液

受理号：CXSL2101437

批件号：2021L90027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规格：250mg(10ml)/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注册申请人：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根据《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

管理办法》和《药品特别审批程序》，经特别专家组评议审核，应急批准本品进

行临床试验。适应症：SARS-CoV-2感染性疾病（COVID-19）。

其中批件2021L90025为SCTA01C单药临床研究方案， 批件2021L90026、

2021L90027为SCTA01C与SCTA01组合用药临床研究方案。

二、产品其他相关情况

SCTA01是神州细胞工程自主开发的重组抗SARS-CoV-2刺突蛋白单克隆

抗体，于2020年7月17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批

件号：2020L00034、2020L00035）， 拟用于SARS-CoV-2感染的治疗或高危人群

的预防性治疗。2020年11月， 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I期临床试验。2021年2月18

日，获得美国 FDA临床试验批准（IND� 152456）。SCTA01目前正在多个国家或

地区开展轻中症和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II/III期临床试验。

SCTA01C是神州细胞工程自主研发的新冠病毒单克隆中和抗体，临床前试

验表明，该抗体可高效中和包含Alpha,� Beta,� Gamma,� Delta,� Kappa,� Lambda,�

Mu等十几种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主要变异株，与多个国外同类上市中和抗体比

较具有更高的中和活性。

SCTA01C与SCTA01分别结合RBD的不同表位， 可共同结合于同一RBD。

两种抗体组合比SCTA01单药可更有效抵御高频突变的变异株。 临床前试验显

示，两种抗体组合具有比单个抗体药物更低的病毒耐药突变逃逸的风险。因此，

SCTA01与SCTA01C联合用药， 将有望成为广谱治疗高频突变病毒感染的

COVID-19的抗体药物疗法。

三、风险提示

1、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临床试验批件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取得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并经国家药监局批准后方可生产上

市。SCTA01C单药及与SCTA01联合用药的临床入组和研究方案实施等受到多

种不确定因素影响，具体临床研究方案及研究周期可能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调整，

临床研究存在结果不及预期甚至临床研究失败的风险。 此外，SCTA01C及与

SCTA01的联合用药能否获得国家药监局的上市批准及获得上市批准的时间尚

存在不确定性。

2、经查询，截至目前国内虽尚无针对COVID-19的单克隆中和抗体药物上

市，但已有多款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即使SCTA01C及与SCTA01的联合用药顺利

获批上市，其未来的市场销售仍将面临较为激烈的竞争态势，并同时受国内外疫

情的发展变化、新冠疫苗接种率、公司生产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药品的商业化

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3、为确保临床研究的顺利开展，公司需持续支出相关临床试验费用，除此之

外，预计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开展后续相关工作。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0034� � �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21-150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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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3月29日召开的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1年4月21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不超过等额550亿人民币的担保,�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

且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50亿元。有关上述事项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1-032）、《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 现就相关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近期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子公司神州数码（中国）有

限公司、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北京神州数码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的融资贷

款事项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4亿元、人民

币4亿元和人民币1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近期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单支行与子公司北京神州数码

有限公司的融资贷款事项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亿

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

称

成立时

间

注册地

点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

本

主营业务

关联

关系

神州数

码（中

国）有限

公司

2000年4

月3日

北京市

海淀区

上地九

街9号3

层304号

郭为

104272.2

25万元

人民币

研究、开发计算机硬件及配套零件；网络产品、多媒体产品、电子信息产品及

通讯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电器及印刷照排设备、计算机应用系

统的安装和维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经营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销售计算机硬件、软件及外围设施；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电子产品；销售医

疗器械II类；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全资

子公

司

北京神

州数码

有限公

司

2002年9

月16日

北京市

海淀区

上地9街

9号5层

M区

郭为

100000

万元人

民币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批发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硬件及辅助

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医疗器械II类、家用电器；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维修办公设备、家用电器；生产、加工计算机硬件；图书、报

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

年04月30日）；销售食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图书、

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批发、零售；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全资

子公

司

北京神

州数码

供应链

服务有

限公司

2003年6

月23日

北京市

海淀区

上地九

街9号二

层D区

李岩

6000万

元人民

币

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医疗器械Ⅱ类；技术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食用

农产品（含水产品、含冷鲜畜禽产品）；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2月08日）；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电子出版物、

音像制品批发（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4月30日）。（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全资

子公

司

2、被担保人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资产总计 短期借款

流动负债合

计

负债合计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或有事

项涉及

金额

资产

负债

率

神州数码

（中国）有

限公司

1,246,158.95

207,

557.65

962,723.37 963,520.72

282,

638.23

1,527,975.90 32,141.96 27,861.54 0.00

77.32

%

北京神州数

码有限公司

1,362,252.07

324,

090.08

1,129,172.45 1,138,987.73

223,

264.34

3,704,081.25 50,490.41 40,049.39 0.00

83.61

%

北京神州数

码供应链服

务有限公司

37,924.17 0.00 24,125.64 24,125.64 13,798.53 126,174.56 5,352.54 4,044.57 0.00

63.62

%

3、被担保人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资产总计 短期借款

流动负债合

计

负债合计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或有事

项涉及

金额

资产

负债

率

神州数码

（中国）有

限公司

1,553,158.31

210,

659.08

1,249,129.65 1,264,398.66

288,

759.64

1,217,925.04 6,438.43 5,700.66 0.00

81.41

%

北京神州数

码有限公司

1,288,626.27

230,

624.54

1,036,202.56 1,041,453.42

247,

172.85

2,249,343.44 34,940.52 23,573.36 0.00

80.82

%

北京神州数

码供应链服

务有限公司

41,243.89 0.00 27,053.33 27,053.33 14,190.57 92,255.10 411.95 392.03 0.00

65.59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具体情况如下：

债权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 担保总额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神州数码（中国）有

限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肆亿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

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肆亿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北京神州数码供应链

服务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壹亿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西单支行

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

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壹亿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667.88亿元，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

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金额456.57亿元，控股子

公司互相担保金额201.96亿元，股东大会单独审议担保金额人民币8亿元和美元

2100万元 （按实时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合计约9.35亿元）， 担保实际占用额为

225.4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79.73%；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54.92亿元，担保实际占用额26.72亿元;为资产负债

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401.65亿元，担保实际占用额198.76亿

元。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885� � �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2021-065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监事吕小荣、特定股东舞钢市昊扬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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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监事吕小荣先生股份减持计划数量已实施完毕，吕小荣先

生仍持有公司189,8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54%；特定股东舞钢市昊扬企业管

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昊扬合伙” ）股份减持计划数量已实施完

毕，昊扬合伙仍持有公司1,570,9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28%。本次权益变动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亦不会影响

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若后续发生继续减持公司股份行为，其将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执行。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京泉华” ）于近日

收到监事吕小荣先生、特定股东昊扬合伙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

知函》。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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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9月4日披露了《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特定股

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2021年11月30日至2021年12月2日期间， 吕小荣先生共减持股份13,28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074%；截止2021年12月2日，累计减持股份63,28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352%，吕小荣先生股份预披露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截至2021年12月2日，公司特定股东昊扬合伙累计减持股份523,600股（距本

次预披露减持股份数量523,649股相差49股(不足100股无法进行交易）)，占公司

总股本的0.2909%，昊扬合伙股份预披露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现将上述股东减持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的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

次数

减持金额(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股份来源

吕小

荣

集中

竞价

2021年11月30

日-2021年12

月2日

31.61-34.70 34.63 2 459,982.41 13,281 0.0074%

股份来源于公司

原首发特定股东

佳盈盛清算注销

及非交易过户所

得。

昊扬

合伙

集中

竞价

2021年11月19

日-2021年12

月2日

23.89-26.26 25.74 15 13,478,033 523,600 0.2909%

股份来源于公司

原首发特定股东

佳盈盛清算注销

及非交易过户所

得。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吕小荣

合计持有股份 203,123 0.1128 189,842 0.105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281 0.0074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9,842 0.1054 189,842 0.1054

昊扬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2,094,596 1.1637 1,570,996 0.872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94,596 1.1637 1,570,996 0.872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监事吕小荣先生、特定股东昊扬合伙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况发生。

2、监事吕小荣先生、特定股东昊扬合伙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

诺或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不存在违规情况发生。

3、监事吕小荣先生、特定股东昊扬合伙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在《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等文件中所

做出的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1）自京泉华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公司持有的京泉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京泉华科技

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满足上述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公司将根据自身的经营需要，

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以市场价且不低于京泉华科技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的价格减持所持股份，减持股份数量最高可达京泉华科

技上市时承诺人所持京泉华科技股份总额的100%。

（3）前述锁定期满两年后若进行股份减持的，本公司将遵守《公司法》《证

券法》、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在解除锁定股份数量范围内减持；

减持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办理。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

格、股份数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4）监事吕小荣先生、特定股东昊扬合伙所持京泉华科技股份减持时，将

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实施。

承诺人将在减持前4个交易日通知京泉华科技，并由京泉华科技在减持前3个交

易日予以公告。

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

格、股份数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监事吕小荣先生、特定股东昊扬合伙将遵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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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

定。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2213� � �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1-099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商标注册证书、

发明专利证书、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及外观设计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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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1项《商标注册证书》，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芯汇群微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汇群” ）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1项《发明专利

证书》、7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1项《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商标注册证书

序号 注册商标名称 注册商标号

核定使用商标

类型

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 注册人 注册有效期限

1 第55125418号 国际分类：12

汽车；汽车车身；汽车减

震器；电动汽车；汽车底

盘；汽车车轮毂；运载工

具用制动装置；运载工具

用刹车盘；车身；陆地车

辆用电动机（截止）

深圳市大为创

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10月28

日至2031年10

月27日

以上商标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加强公

司注册商标的保护，防止有关商标侵权事件的发生，有利于提高公司品牌和市

场知名度。

二、发明专利证书

1、发明名称：一种基于ART神经网络的晶圆缺陷检测方法

2、发明人：连浩臻；刘政宏；刘洪荣；闵刚；梁海波

3、专利号：ZL� 2020� 1� 1462376.6

4、专利申请日：2020年12月9日

5、专利权人：深圳市芯汇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6、授权公告日：2021年11月30日

7、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ART神经网络的晶圆缺陷检测方法，该基于ART神经

网络的晶圆缺陷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获取基于ART神经网络的缺陷检测

模型并保存；获取扫描电镜采集的晶圆图像，并输入至所述缺陷检测模型；利用

所述缺陷检测模型检测所述晶圆图像的缺陷及缺陷类型。该方法采用计算机视

觉方式，通过基于ART神经网络的缺陷检测模型来检测晶圆缺陷，可以提高检

测效率，有利于及时分析影响芯片良率的因素。

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一）实用新型名称：一种可分类存储的IC分装设备

1、发明人：贺义；梁海波；闵刚；刘洪荣

2、专利号：ZL� 2020� 2� 2637197.3

3、专利申请日：2020年11月16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芯汇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1年10月8日

6、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二）实用新型名称：一种具有分类抽拉存储功能的电子元器件储存箱

1、发明人：刘长春；张进国；李小明；刘洪荣

2、专利号：ZL� 2020� 2� 2830900.2

3、专利申请日：2020年12月1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芯汇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1年10月8日

6、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三）实用新型名称：一种端口带独立供电模块的硬盘测试板

1、发明人：梁海波

2、专利号：ZL� 2020� 2� 3200489.7

3、专利申请日：2020年12月24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芯汇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1年7月20日

6、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四）实用新型名称：一种供电电压可变的硬盘测试板

1、发明人：刘洪荣

2、专利号：ZL� 2020� 2� 3172047.6

3、专利申请日：2020年12月24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芯汇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1年10月8日

6、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五）实用新型名称：一种电子元器件存储器插槽夹具

1、发明人：张进国；刘洪荣；闵刚；梁海波

2、专利号：ZL� 2021� 2� 0404380.0

3、专利申请日：2021年2月24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芯汇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1年10月8日

6、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六）实用新型名称：一种电子元器件存储器的器件结构

1、发明人：张进国；闵刚；梁海波；刘洪荣；刘政宏

2、专利号：ZL� 2021� 2� 0435716.X

3、专利申请日：2021年3月1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芯汇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1年10月8日

6、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七）实用新型名称：一种数据储存器的连接头

1、发明人：刘政宏；梁海波；刘洪荣；闵刚

2、专利号：ZL� 2021� 2� 0444166.8

3、专利申请日：2021年3月2日

4、专利权人：深圳市芯汇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授权公告日：2021年10月8日

6、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四、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1、外观设计名称：测试板（SXmicroSTM1A-V1)

2、设计人：贺义

3、专利号：ZL� 2020� 3� 0642287.4

4、专利申请日：2020年10月27日

5、专利权人：深圳市芯汇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6、授权公告日：2021年5月7日

7、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外观设计专利为芯汇群自主研发取得，其所

涉及的技术及应用领域与公司新一代信息技术业务相关。上述专利的取得暂不

会对公司近期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

优势，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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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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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1年12月2日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309.4597万股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6日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已实施完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并于2021年12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1、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1年9月17日

2、首次授予数量：309.4597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140名

4、授予价格：29.26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实际授予数量与拟授予数量的差异说明：

（1）2021年9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

其部分或全部限制性股票21.5109万股，公司董事会根据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 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拟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激

励对象自愿放弃的19.5109万股限制性股票将调整到预留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

弃的2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直接调减。

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52人变为142人；本

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400.0000万股调整为398.0000万股，其中首次授

予部分由340.5206万股调整为319.0097万股， 预留授予部分由59.4794万股调整

为78.9903万股。

（2）在确定授予日后的缴纳股权激励款项过程中，由于个人资金原因，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中2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76,

000股，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19,500股。因此，公司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40人， 实际申请办理授予登记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09.4597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7、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对象名单及实际授予情况：

姓名 职位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获授限制性股票占本激励计

划授出权益数量的比例

获授限制性股票占公司

股本总额比例

汤捷 副总裁 10.2000 2.56% 0.017%

袁敏健 董事、副总裁 10.2000 2.56% 0.017%

赵燕超 副总裁 6.6850 1.68% 0.011%

俞尧明

董事、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

2.0000 0.50% 0.003%

XIE�COREY�

XIAOJUN

副总裁 4.1000 1.03% 0.007%

袁晓蕾 副总裁 1.0000 0.25% 0.002%

毛晓东 副总裁 1.0000 0.25% 0.002%

张旭东 副总裁 15.0000 3.77% 0.025%

董翔龙 副总裁 7.0000 1.76% 0.012%

韩鸣 副总裁 6.2300 1.57% 0.010%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其他关键

人员

（共130人）

246.0447 61.82% 0.414%

合计 309.4597 77.75% 0.521%

注：1、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

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2、上述“公司股本总额” 为公司截止2021年9月15日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

总额59,404.7151万股。

3、 公司于2021年11月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及《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新增张旭东、

董翔龙和韩鸣为公司副总裁，汤捷不再担任董事，俞尧明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董事，《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已经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

1、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授予完成日起

计。授予日与首次解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3、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

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

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

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

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

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11月16日出具了《彤程

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安永华明 （2021） 验字第61200492_B03

号），经审验，截至2021年11月15日止，公司已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其他关键人员共计140人缴纳的资金总额共

计人民币90,547,908.22元（原计划授予142名激励对象中，2名激励对象未在规定

期限内认缴，1名激励对象实缴股款少于认购应缴股款人民币570,570.00元，差额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其中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人民币3,094,597.00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1年12月2日完成了本次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3,094,597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并向公司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12月2日。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2日止， 本次权益授予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限售流通股 0 3,094,597 3,094,597

无限售流通股 594,056,479 0 594,056,479

总计 594,056,479 3,094,597 597,151,076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向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总

额为90,547,908.22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

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

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1年9月17日，经测算，公司

首次授予登记的309.4597万股限制性股票合计需摊销的总费用为7,346.57万元，

具体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限制性股票摊销成本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7,346.57 1,122.39 3,877.36 1,734.61 612.21

注：1、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

报告为准；

2、 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系四舍五入所

致。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验成果

的影响仅以目前信息测算的数据，最终结果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

情况下，本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考虑到

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业务团队的积极

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

来的费用增加。

九、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2、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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