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939� � �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2-041

转债代码：110064� � � �转债简称：建工转债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2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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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用评

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 ）对公司及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进行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 ；前次债券评级结果为“AA+” ；评级机构为联合评

级，评级时间为2021年6月25日。

联合评级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2年6月

23日出具了《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2年跟踪评级报告》（联

合〔2022〕 3258号），联合评级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维

持“建工转债”信用等级为“AA+” 。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2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

〔2022〕3258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88201� � � �证券简称：信安世纪 公告编号：2022-027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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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登记日：2022年6月27日

● 除权日：2022年6月28日

●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19,929,059股

● 上市日期：2022年6月29日

一、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权益分派方案简述：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3,127,75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8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6,563,

878.00元，转增44,701,322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37,829,078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27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2年6月28日。

（三）上市数量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为：19,929,059股

（四）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6月29日

二、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68025518

特此公告。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716� � �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2-048

债券代码：113601� � �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应收账款挂牌转让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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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易背景：浙江泉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溪资管” ）购买塞力斯医疗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原持有的徐州市中心医院 （徐州市第四人民医

院）、徐州市中医院以及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以下合称“上述三家医院” ）的应收账

款后，向徐州市中心医院及徐州市中医院（以下合称“上述两家医院” ）提起诉讼，并将公司

作为案件第三人。 公司在配合泉溪资管与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市中医院的沟通中，上述两家

医院希望公司基于前期合作基础及考虑公司与上述两家医院的未来合作，与泉溪资管沟通撤

诉事宜。

● 交易概述：公司近日与泉溪资管签署《应收账款回购协议》、《应收账款回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 回购上述三家医院的应收账款。 本次应收账款回购金额合计为人民币83,670,

161.91元，其中应收账款回购本金为人民币79,641,000元，泉溪资管应收账款受让及出售期间

费用为4,029,161.91元（含双方协商确定的合理资金占用费、泉溪资管已支出的律师费等必要

费用）。

● 交易对公司年度业绩影响：因泉溪资管与上述三家医院协商收回应收账款的时间相

比预期延长，经公司与泉溪资管协商一致，公司于2022年4月向泉溪资管出具有追索权的承诺

函。上述事项导致公司已出售的应收账款相关风险报酬实质尚未转移（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2021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公司

收到泉溪资管已支付的人民币7,964.1万元款项计入其他应付款，因公司应收账款出售及回购

期间产生的费用已在2021年度核算，本次应收账款回购事项不会影响公司2021年度财务数据

及2022年度净利润。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泉溪资管已向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提交徐州市中心医院及

徐州市中医院的买卖合同纠纷撤诉申请，后续公司将关注应收账款的回收状况，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一）前次交易概述

经公司2021年12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挂牌转让部

分应收账款债权的议案》， 公司于2021年12月29日通过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

方式将持有的徐州市中心医院、 徐州市中医院以及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合计8,367.02

万元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浙江泉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正式签署《资产转让协议书》，标的

资产成交价格合计为7,964.10万元，上述款项于2021年12月30日全部到账。

上述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

因泉溪资管与上述三家医院协商收回应收账款的时间相比预期延长，经泉溪资管与公司

协商一致，公司于2022年4月向泉溪资管出具有追索权的承诺函。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已出售的

应收账款相关风险报酬实质尚未转移，公司收到泉溪资管已支付的人民币7,964.1万元款项计

入其他应付款，因公司应收账款出售及回购期间产生的费用已在2021年度核算，本次应收账

款回购事项不会影响公司2021年度财务数据及2022年度净利润。

（二）本次交易概述

泉溪资管购买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徐州市中医院以及武汉科技大

学附属天佑医院的应收账款后，向徐州市中心医院及徐州中医院提起诉讼，并将公司作为案

件第三人。 公司配合泉溪资管与徐州中心医院、徐州市中医院的沟通中，上述两家医院希望公

司基于前期合作基础及未来可合作领域考虑，与泉溪资管沟通撤诉事宜。

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与泉溪资管签署《应收账款回购协议》，约定公司以人民币79,641,

000元回购原公司转让给泉溪资管的上述三家医院的应收账款，公司需于2022年6月30日前向

泉溪资管全额支付上述款项。

公司于2022年6月27日与泉溪资管签署《应收账款回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公司需支

付泉溪资管在应收账款受让及出售期间产生的费用为人民币4,029,161.91元 （含双方协商确

定的合理资金占用费、泉溪资管已支出的律师费等必要费用），公司需于2022年8月31日前向

泉溪资管支付上述费用。

二、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应收账款回购协议》主要内容

1、卖出方：浙江泉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回购方：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2、甲方同意乙方回购甲方所有的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徐州市中医

院及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的应收账款（以下简称“全部应收账款” ）。

3、甲、乙双方确认，在交割日，乙方拟回购的全部应收账款包括：

（1）甲方对徐州市中心医院的应收账款 37,163,415.47元人民币；

（2）甲方对徐州市中医院的应收账款 30,725,758.04元人民币；

（3）甲方对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的应收账款 15,780,988.40元人民币。

4、双方协商一致的回购交割日为：2022年6月22日。

5、自本协议约定的交割日起，乙方即成为该回购的应收账款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

与全部应收账款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如前述任一医院于交割日后（含交割日）向甲方支

付款项的，甲方应于收到医院款项之日起的三个工作日内全额返还至乙方。

6、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以79,641,000元（大写：柒仟玖佰陆拾肆万壹仟元）人民币作为全

部应收账款回购价格：乙方于2022年6月30日前向甲方全额支付（以甲方银行到账为准）。

7、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本协议的任何条

款，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

8、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9、争议解决

（1）凡因执行本协议发生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协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2）根据中国有关法律，如果本协议任何条款由法庭裁判为无效，不影响本协议其它条

款的持续有效和执行。

10、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应缴纳的任何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中国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

（二）《应收账款回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卖出方：浙江泉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回购方：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2、经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甲方在上述应收账款受让及出售期间产生的费用合计为￥4,

029,161.91元（大写：人民币肆佰零贰万玖仟壹佰陆拾壹元玖角壹

分）。 本着诚实信用、公平合理之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前述费用由乙方

全额承担，乙方应于2022年8月31日前向甲方支付。 乙方付款前，甲方应向乙

方开具相应金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

3、双方一致认可，乙方向甲方支付上述第1条款项后，乙方即履行完毕其

所有义务，甲方不得再就本协议所述应收账款受让及出售事项向乙方主张任何权

利或款项。

4、凡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应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向泉溪资管出具有追索权的承诺函，导致已出售的应收账款相关风险报酬实质尚

未转移，公司收到泉溪资管已支付的人民币7,964.1万元款项计入其他应付款，因公司应收账

款出售及回购期间产生的费用已在2021年度核算，本次应收账款回购事项不会影响公司2021

年度财务数据及2022年度净利润。

2、 泉溪资管已向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提交徐州市中心医院及徐州市中医院的买卖

合同纠纷撤诉申请。

3、公司后续将通过多元化手段加快应收账款回收，并将应收账款回收作为2022年主要工

作之一，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健发展。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88131� � � �证券简称：皓元医药 公告编号：2022-054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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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2年6月24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玉臣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议案》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药源药物”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41,000.00万元，同时拟向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安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000万元（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 公司已经于2022年3月3日、2022年6月6日、2022年6月24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为151.33元/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为173.6344万股。 交

易对方交易对价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交易金额

（万元）

股份支付股数

（万股）

股份支付金额

（万元）

股权支付

比例

现金支付金额（万

元）

现金支付

比例

1

WANG�YUAN（王

元）

31,492.390530 135.2676 20,470.045908 65.00% 11,022.344622 35.00%

2

上海源盟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723.964246 22.6946 3,434.373818 60.00% 2,289.590428 40.00%

3

启东源力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753.641001 6.9529 1,052.182357 60.00% 701.458644 40.00%

4

宁波九胜创新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2,030.004223 8.7193 1,319.491669 65.00% 710.512554 35.00%

合计 41,000.000000 173.6344 26,276.093752 64.09% 14,723.906248 35.91%

2.�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其实施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0日、2022年5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三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截至目前，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为：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公

司总股本74,342,007股为基数，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9,401,263.71元（含税），转增29,736,803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04,078,81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1日披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3.�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情况， 就本次交易股份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

的调整，具体如下：

（1）发行价格调整

根据《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在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份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

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计算方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

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151.33元/股-0.53元/股）／（1+0.4）=107.72

元/股。

因此，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由原151.33元/股调整为107.72元/股。上述股份发行价

格的调整既适用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也适用于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2）发行数量调整

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公司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不做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做调

整。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

整，发行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股份支付的交易对价/调整后的发行价格；公司向募集配套

资金认购方发行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发行的股份数量=募集配

套资金认购方认购金额/调整后的发行价格，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

并获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按照《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

定进行确定。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本次发行价格调整后，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调整情况

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股

比例

交易金额

（万元）

股份支付金额（万

元）

发行价格调整前股

份支付股数（万

股）

发行价格调整后股

份支付股数（万

股）

1

WANG�YUAN

（王元）

76.12% 31,492.390530 20,470.053114 135.2676 190.0302

2

上海源盟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84% 5,723.964246 3,434.372128 22.6946 31.8824

3

启东源力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24% 1,753.641001 1,052.176644 6.9529 9.7677

4

宁波九胜创新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5.80% 2,030.004223 1,319.494596 8.7193 12.2493

合计 100.00% 41,000.000000 26,276.096512 173.6344 243.9296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表决结果：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

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二）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与药源药物、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因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 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

格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调整方法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110元/股调整

为78.19元/股，授予数量由100万股调整为140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总量由80万股调整为

112万股；预留授予总量由20万股调整为28万股。

表决结果：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88131� � � �证券简称：皓元医药 公告编号：2022-056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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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皓元医药” ）拟通

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源药物” ）

100.00%股权，同时向控股股东上海安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完成后，药源药物将成为皓元医药的全资子公司。

鉴于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2年6月13日实施完毕，基于权益分派

的实施结果，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

量均进行了调整， 交易各方签署了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WANG� YUAN （王

元）、上海源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启东源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宁波九胜创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之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根据上述调整情况，上市公司对《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草案）” ）进

行相应的补充和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章节 与报告书（草案）差异情况说明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

更新了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以及股

份、现金支付交易价格的金额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四）2021年度权益分派对本次

交易的影响

新增

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 更新了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五、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 更新了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八、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一）本次交易对上市

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更新了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本次交易

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拟新增股东的持股数量及占比

八、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二）本次交易对上市

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更新了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前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九、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更新了对本次交易的批准程序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二、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更新了对本次交易的批准程序

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更新了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以及股

份、现金支付交易价格的金额；更新了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的发行价格

八、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更新了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本次交易

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拟新增股东的持股数量及占比；更新

了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更新了上市公司注册资本

二、公司设立及其股本变动/（四）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

分派情况

新增

二、公司设立及其股本变动/（五）公司目前股权结构情

况

更新了截至2022年6月20日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五、 主要资产的权属、 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等情况/

（一）主要资产及权属情况

增加了药源药物、药源启东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第五节 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情况

更新了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以及股

份、现金支付交易价格的金额

二、本次交易前后主要财务数据对比

更新了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前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三、本次发行股份前后股权结构的变化

更新了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本次交易

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拟新增股东的持股数量及占比

四、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更新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三、《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新增

四、《股份认购协议》 新增

五、《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新增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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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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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110元/股调整为78.19元/股；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总量由100万股调整为140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总量由80万股

调整为112万股；预留授予总量由20万股调整为28万股。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同意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价格由110元/股调整为78.19元/股，授予数量由100万股调整为140万股。 其中，

首次授予总量由80万股调整为112万股；预留授予总量由20万股调整为28万股。 现将有关

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2年1月26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

见。

（二）2022年1月27日至2022年2月5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

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

关的任何异议。2022年2月1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

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

意见》（公告编号：2022-014）。

（三）2022年2月15日， 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2年2月1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16）。

（四）2022年2月15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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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

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

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

核查意见。2022年2月1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向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五）2022年6月27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监

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调整事由及方法

（一）调整事由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0日、2022年5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三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截至目前，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为：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公

司总股本74,342,007股为基数，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9,401,263.71元（含税），转增29,736,803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04,078,81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1日披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

相关规定，需对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二）调整方法

1、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激励计划公告日至激

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

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2）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

整后，P仍须大于1。

根据以上公式，本次调整后的授予价格=（110元/股-0.53元/股）÷（1+0.4）=78.19元

/股。

2、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

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

细、配股、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归属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归属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

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归属数量。

根据以上公式，本次调整后的授予数量=100万股×（1+0.4）=140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总量=80万股×（1+0.4）=112万股；

预留授予总量=20万股×（1+0.4）=28万股。

根据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由公司董事会通过即可，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的调整因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所致， 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因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 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和

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调整方法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110元/股调整为78.19元/

股，授予数量由100万股调整为140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总量由80万股调整为112万股；预

留授予总量由20万股调整为28万股。

五、监事会意见

因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 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和

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调整方法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110元/股调整为78.19元

/股，授予数量由100万股调整为140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总量由80万股调整为112万股；预

留授予总量由20万股调整为28万股。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调整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七、上网公告文件

1、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2、《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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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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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2年6月24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保富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的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议案》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药源药物”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41,000.00万元，同时拟向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安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000万元（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 公司已经于2022年3月3日、2022年6月6日、2022年6月24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为151.33元/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为173.6344万股。 交

易对方交易对价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金额

（万元）

股份支付股数

（万股）

股份支付金额

（万元）

股权支付

比例

现金支付金额（万

元）

现金支付

比例

1

WANG�YUAN

（王元）

31,492.390530 135.2676 20,470.045908 65.00% 11,022.344622 35.00%

2

上海源盟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5,723.964246 22.6946 3,434.373818 60.00% 2,289.590428 40.00%

3

启东源力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1,753.641001 6.9529 1,052.182357 60.00% 701.458644 40.00%

4

宁波九胜创新

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2,030.004223 8.7193 1,319.491669 65.00% 710.512554 35.00%

合计 41,000.000000 173.6344 26,276.093752 64.09% 14,723.906248 35.91%

2.�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其实施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0日、2022年5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三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截至目前，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为：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公

司总股本74,342,007股为基数，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9,401,263.71元（含税），转增29,736,803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04,078,81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1日披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3.�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情况， 就本次交易股份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

的调整，具体如下：

（1）发行价格调整

根据《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在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份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

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计算方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

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151.33元/股-0.53元/股）／（1+0.4）=107.72

元/股。

因此，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由原151.33元/股调整为107.72元/股。上述股份发行价

格的调整既适用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也适用于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2）发行数量调整

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公司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不做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做调

整。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

整，发行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股份支付的交易对价/调整后的发行价格；公司向募集配套

资金认购方发行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发行的股份数量=募集配

套资金认购方认购金额/调整后的发行价格，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

并获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按照《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

定进行确定。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本次发行价格调整后，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调整情况

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股

比例

交易金额

（万元）

股份支付金额（万

元）

发行价格调整前股

份支付股数（万

股）

发行价格调整后股

份支付股数（万

股）

1

WANG�YUAN

（王元）

76.12% 31,492.390530 20,470.053114 135.2676 190.0302

2

上海源盟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84% 5,723.964246 3,434.372128 22.6946 31.8824

3

启东源力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24% 1,753.641001 1,052.176644 6.9529 9.7677

4

宁波九胜创新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5.80% 2,030.004223 1,319.494596 8.7193 12.2493

合计 100.00% 41,000.000000 26,276.096512 173.6344 243.9296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表决结果：5名赞成，占全体无关联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郑保富先生、

高强先生、李硕梁先生、金飞敏先生为本交易事项的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

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药源药物、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5名赞成，占全体无关联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郑保富先生、

高强先生、李硕梁先生、金飞敏先生为本交易事项的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5名赞成，占全体无关联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郑保富先生、

高强先生、李硕梁先生、金飞敏先生为本交易事项的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因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和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董事会将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

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为78.19元/股，授予数量为140万股。 其中，首次授

予总量由80万股调整为112万股；预留授予总量由20万股调整为28万股。

表决结果：9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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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

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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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WANG� YUAN（王元）、

上海源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源盟” ）、启东源力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东源力” ）、宁波九胜创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波九胜” ）收购其持有的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源

药物”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同时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安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药源药物100%股权， 交易价格为41,

000.00万元。 公司已经于2022年3月3日、2022年6月6日、2022年6月24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2年6月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皓元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等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为151.33元/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为173.6344万股。 交

易对方交易对价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交易金额

（万元）

股份支付股数（万

股）

股份支付金额（万

元）

股权支付

比例

现金支付金额（万

元）

现金支付

比例

1

WANG�

YUAN（王

元）

31,492.390530 135.2676 20,470.045908 65.00% 11,022.344622 35.00%

2 上海源盟 5,723.964246 22.6946 3,434.373818 60.00% 2,289.590428 40.00%

3 启东源力 1,753.641001 6.9529 1,052.182357 60.00% 701.458644 40.00%

4 宁波九胜 2,030.004223 8.7193 1,319.491669 65.00% 710.512554 35.00%

合计 41,000.000000 173.6344 26,276.093752 64.09% 14,723.906248 35.91%

二、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实施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0日、2022年5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三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截至目前，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为：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公

司总股本74,342,007股为基数，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9,401,263.71元（含税），转增29,736,803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04,078,81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1日披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三、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情况， 就本次交易股份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

的调整，具体如下：

（一） 发行价格调整

根据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在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份完成日期间，公司如有

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计算方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

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本次交易股份的发行价格调整如下：

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151.33元/股-0.53元/股）／（1+0.4）=107.72元/股。

本次交易调整后的股份发行价格为107.72元/股。 上述股份发行价格的调整既适用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也适用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二） 发行数量调整

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公司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不做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做调

整。 本次交易中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发

行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股份支付的交易对价/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公司向募集配套资金

认购方发行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发行的股份数量=募集配套资

金认购方认购金额/调整后的发行价格，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将在上交所核准并获中国证监

会注册后按照《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进行确定。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本次发行价格调整后，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调整情况

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股

比例

交易金额

（万元）

股份支付金额（万

元）

发行价格调整前股

份支付股数（万股）

发行价格调整后股

份支付股数（万股）

1

WANG�YUAN

（王元）

76.12% 31,492.390530 20,470.053114 135.2676 190.0302

2 上海源盟 13.84% 5,723.964246 3,434.372128 22.6946 31.8824

3 启东源力 4.24% 1,753.641001 1,052.176644 6.9529 9.7677

4 宁波九胜 5.80% 2,030.004223 1,319.494596 8.7193 12.2493

合计 100.00% 41,000.000000 26,276.096512 173.6344 243.9296

本次交易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发行价格后的股份发行数量由173.6344

万股调整为243.9296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调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交易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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