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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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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系Leader� Holding� (BVI)� Limited（以下简称“Leader� BVI” ）转让其持有的泽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星

投资” ）股权导致对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的间接转让，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19年11月27日，公司收到泽星投资通知，Leader� BVI与Sonata� Company� Limited于2019年11月27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Leader� BVI将其持有的泽星投资全部股份转让给Sonata� Company� Limited。

本次权益变动前，Leader� BVI通过泽星投资间接持有公司71,011,426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4.78%（公司总股本截至2019年11

月20日，下同），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Leader� BVI将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Sonata� Company� Limited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Sonata� Company� Limited将通过泽

星投资间接持有老百姓71,011,42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4.78%。

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Leader� Holding� (BVI)� Limited

住所：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 Trident� Chambers,� P.O.� Box� 146,�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公司注册号：143360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股东情况：Leader(Cayman� Islands)� Limited持股100%

2、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Sonata� Company� Limited

住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公司注册号：197780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股东情况：Meditrina� Holdings� Ltd.持股比例50%；Trillium� One� Company� Limited持股比例50%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年11月27日，Leader� BVI与Sonata� Company� Limited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 签订各方

卖方：Leader� Holding� (BVI)� Limited

注册地址：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 Limited,� Trident� Chambers,� P.O. � Box� 146,� Road� Town,� Tortola, � British�

Virgin� Islands

买方：Sonata� Company� Limited

注册地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2、 股权转让的具体方案

Leader� BVI将其持有的泽星投资全部股份以557,222,529.28美元的价格转让给Sonata� Company� Limited。

3、 付款安排

(1)�买方应于交割日向卖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减去以下各项之和后的金额：(a)税款托管金额（即股份转让价款的10%）、(b)税款托管

费的50%、以及(c)预估印花税（即股份转让价款的0.2%）的50%；

(2)�买方应于交割日向税款托管账户支付税款托管金额（即股份转让价款的10%）。

4、 特别条款

(1)�交割应于股份收购协议签署日（或协议双方书面同意的其他日期）发生；

(2)�交割时，卖方应向买方提交由卖方提名的泽星投资董事及公司秘书签署的辞去泽星投资董事或公司秘书职务的书面辞呈，且泽星

投资董事会应通过决议任命由买方提名的泽星投资董事及公司秘书；

(3)�鉴于泽星投资在2019年9月和11月先后出售了一定数量的老百姓股份，且因该等出售所取得的价款被支付至泽星投资于兴业银

行长沙分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中，双方同意，卖方在交割后有权取得前述价款扣除依法应付税费后的剩余部分。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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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协议转让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老百姓大药房连

锁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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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7日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老百姓

股票代码：603883

信息披露义务人：Sonata� Company� Limited

注册地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通讯地址：28/F,� 28� Hennessy� Road,� Hong� Kong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9年11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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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报告书（2014年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

市公司收购报告书（2014年修订）》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老百姓大药房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

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转让方Leader� Holding� (BVI)� Limited与信息披露义务人Sonata� Company� Limited于2019年11月27日签

署的《Share� Purchase� Agreement》（股份收购协议）。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术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权益变

动报告书

指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企业/买方

指 Sonata�Company�Limited

转让方/卖方 指 Leader�Holding�(BVI)�Limited

上市公司/老百姓 指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 指 泽星投资有限公司（Janstar�Investment�Limited）

标的股份 指 Leader�Holding�(BVI)�Limited持有的目标公司100%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本

次交易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受让方式受让Leader�Holding�(BVI)�Limited持有的目标公司100%

股份，从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71,011,426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4.78%）

股份收购协议 指

Leader�Holding� (BVI) �Limited与Sonata�Company�Limited于2019年11月27日签署的

《Share�Purchase�Agreement》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Sonata� Company� Limited

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

公司地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注册证书号码：1977802

成立日期：2018年4月27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经营期限：无限期存续

董事：LEUNG�Wai� Yin� Ena,� LEE� Ying�Wah� Brian

股东及持股比例：Meditrina� Holdings� Ltd.持股比例50%；Trillium� One� Company� Limited持股比例50%

联系电话：+852� 3767� 5000

传真：+852� 3767� 500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及股权结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如下图：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的基本情况

1.� Trillium� One�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Trillium� One” ）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50%的股份，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

于2018年11月9日，注册地址为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Trillium� One股权结构具体如下图所示：

2.� Meditrina� Holdings� Ltd.（以下简称“Meditrina” ）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50%的股份，注册于开曼群岛，成立于2019年11月7日，

注册地址为190� Elgin� Avenue,�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9005,� Cayman� Islands。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Meditrina

股权结构具体如下图所示：

3.�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会由2名董事组成，其中，1名董事由Trillium� One委派，1名董事由Meditrina委

派。

综上所述，Trillium� One和Meditrina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均为50%，其各自可向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会委派董事的人数相

同，两间公司之间不存在股权控制关系，也不存在受同一主体控制或其他因股权关系或协议约定而产生的一致行动安排，任何一方均无法

单独控制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于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和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中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控制其他企业或业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成立至今的财务状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营业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主要从事的业务为投资控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不足3年，根据《收购办法》相关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披露Primavera� Capital� Fund� III� L.P.（以下简称

“PV� Fund� III” ）和FountainVest� China� Capital� Partners� Fund� III,� L.P.（以下简称“FV� Fund� III” ）的财务状况。

（二）PV� Fund� III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

PV� Fund� III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美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总资产 1,440,310,907 1,604,305,611

负债合计 (90,648,432) (187,364,176)

所有者权益 1,349,662,475 1,416,941,435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1-6月

营业收入 582,780 71,772

主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47,080,933 -38,817,563

注1：上述财务报表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

注2：2018年财务数据已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国际审计准则审计，2019年上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FV� Fund� III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

FV� Fund� III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美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总资产 532,625,798 938,872,026

负债合计 (133,806,336) (69,998,109)

所有者权益 398,819,462 868,873,917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1-6月

营业收入 185,333 191,099

主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40,626,477 -19,026,118

注1：上述财务报表按照美国公认会计准则编制；

注2：2018年财务数据已经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国际审计准则审计，2019年上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的最近五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如下：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护照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LEUNG�Wai�

Yin�Ena

董事 Z342363(9)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LEE�Ying�

Wah�Brian

董事 E6565782N 新加坡 中国香港 新加坡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二）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上述人员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的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决定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权益变动间接持有71,011,426股老百姓A股股票，系因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管理团队长期看好老百姓的经营

业绩及发展前景，认同老百姓的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和商业模式，信任老百姓优秀的管理团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老百姓的股东结构新增

了居于市场领先地位的专业股权投资基金，符合老百姓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已拥有权

益的股份的具体计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9年11月19日，Sonata� Company� Limited公司董事会作出书面决议，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老百姓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目标公司间接持有71,011,426股老百姓股份，占老百姓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4.78%（按照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老百姓已发行的总股本计算）。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Leader� Holding� (BVI)� Limited于2019年11月27日签署了股份收购协议。 根据该协议，Leader� Holding� (BVI)�

Limited拟将其持有的标的股份转让给信息披露义务人。

三、股份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他事项

（一）协议当事人：Leader� Holding� (BVI)� Limited（卖方），Sonata� Company� Limited（买方）；

（二）协议签署时间：2019年11月27日；

（三）标的股份：泽星投资有限公司的100%股份；

（四）股份转让价款：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同意，买方购买标的股份的总对价为557,222,529.28美元；

（五）付款安排：

1.�买方应于交割日向卖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减去以下各项之和后的金额：(a)税款托管金额（即股份转让价款的10%）、(b)税款托管

费的50%、以及(c)预估印花税（即股份转让价款的0.2%）的50%；

2.�买方应于交割日向税款托管账户支付税款托管金额（即股份转让价款的10%）。

（六）股份收购协议项下的特别条款：

1.�交割应于股份收购协议签署日（或协议双方书面同意的其他日期）发生；

2.�交割时，卖方应向买方提交由卖方提名的目标公司董事及公司秘书签署的辞去目标公司董事或公司秘书职务的书面辞呈，且目标

公司董事会应通过决议任命由买方提名的目标公司董事及公司秘书；

3.�鉴于目标公司在2019年9月和11月先后出售了一定数量的老百姓股份，且因该等出售所取得的价款被支付至目标公司于兴业银行

长沙分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中，双方同意，卖方在交割后有权取得前述价款扣除依法应付税费后的剩余部分。

四、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共计71,011,426股，不存在任何质押及其他权利负担。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无其他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总额

根据股份收购协议，本次权益变动中标的股份的总对价为557,222,529.28美元。

二、资金来源

本次受让标的股份所需资金全部来自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间接股东PV� Fund� III和FV� Fund� III、

FountainVest� China� Capital� Parallel� Fund� III,� L.P.、以及FountainVest� China� Capital� Parallel-A� Fund� III,� L.P.来源合法的、可

自由支配的资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特此声明：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自筹资金，并未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老百姓及其关联方。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老百姓独立性影响的分析

本次权益变动对老百姓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将不会产生影响，老百姓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

权等方面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保持独立。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保障老百姓独立经营、自主决策，严格按照《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有关法规及老百姓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规范运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同老百姓同业竞争情况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目前与老百姓的主营业务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目前没有以任何方式直接

或间接地从事与老百姓营业执照上所列明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持有老百姓5%以上的股份。 为避免与老百姓未来出现同业竞争，维护老百姓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并保证：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对老百姓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与老百姓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在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老百姓5%以上股份期间，其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对老百姓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包括不开展与老百姓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不制定对老百姓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经营发展规划；不利用间接持股的地位，做出损害老

百姓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保障老百姓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同老百姓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老百姓于本次交易前24个月内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承诺，对于由于

各种合理原因而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

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七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12个月内是否改变老百姓主营业务或者对老百姓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未来12个月内改变老百姓主营业务或者对其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

整的计划或方案。

二、未来12个月是否对老百姓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老百姓拟购买、置换或资产注入

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未来12个月内对老百姓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促使老百姓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调整老百姓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股东职责，公

平对待所有股东，保障全体股东和上市公司利益。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提名3位董事候选人替换原由卖方提名的3名董

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情形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就老百姓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制定具体计

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将依照《公司法》和老百姓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提名适当人选。

四、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修改老百姓公司章程的计划。

五、上市公司现有员工的安排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大幅度调整老百姓员工聘用的计划。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老百姓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老百姓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主要负责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与老百姓之间的重大交易核查情

况如下：

（一）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不存在与老百姓进行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老百姓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

资产交易；

（二）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不存在与老百姓的董事、主要负责人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不存在对拟更换的老百姓董事进行补偿或者存在任何类似安排；

（四）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不存在对老百姓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之内买卖老百姓股票情况

经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老百姓股票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直系亲属前6个月内买卖老百姓股票的情况

经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老百姓

股票的行为。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

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Sonata� Company� Limited

授权代表：

2019年11月27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注册证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名单及身份证明

3.�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决议

4.�相关各方就本次权益变动事宜开始接触的时间、进入实质性洽谈阶段的具体情况说明

5.�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股份收购协议

6.�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董事的直系亲属最近6个月持有或买卖老百姓股票的自查情况说明

7.�信息披露义务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最近6个月持有或买卖老百姓股票的自查情况说明

8.�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的说明

9.�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股东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10.�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老百姓之间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未发生重大交易的声明

11.�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公司及公司董事合法合规性的说明

12.�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不存在同业竞争、保持老百姓独立性的说明

13.�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老百姓后续发展计划的说明

14.�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资金来源的说明

上述文件备查地点：上市公司住所地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长沙

股票简称 老百姓 股票代码 603883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Sonata�Company�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对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持

股5%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0股

持股比例： 0%

本次发生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持有老百姓71,011,426股，占比24.78%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持续关

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前6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收购

办法》 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收

购办法》 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

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

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声明放弃行

使相关股份的表

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Sonata� Company� Limited

授权代表：

日期：2019年11月27日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老百姓

股票代码：603883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EQT� Greater� China� II� Limited

住所：Level� 4� (North),� St� Julian's� Court,� St� Julian's� Avenue,� GY1� 1WA� St� Peter� Port,� Channel� Islands

通讯地址：Level� 4� (North),� St� Julian's� Court,� St� Julian's� Avenue,� GY1� 1WA� St� Peter� Port,� Channel� Islands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Leader� Holding� (BVI)� Limited

住所：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 Trident� Chambers,� P.O.� Box� 146,�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通讯地址：13/F,� Gloucester� Tower,� The� Landmark,� 15� Queen’ s� Road� Central,� Central,� Hong� Kong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间接转让导致的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19年11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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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老百姓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老百姓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四、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

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老百姓、公司 指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EQT 指

EQT�Great�China�II�Limited。EQT通过EQT�GC�II�GP�LP作为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EQT�Greater�China�II�Limited�Partnership的普通合

伙人，并通过包括泽星投资在内的一系列特殊目的公司间接持有老

百姓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Leader�BVI 指 Leader�Holding�(BVI)�Limited，直接持有泽星投资100%的股份

泽星投资 指

泽星投资有限公司（Janstar�Investment�Limited），于本报告书签

署之日， 持有老百姓71,011,426股股份， 占老百姓股份总数的

24.78%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股权转让协议》 指

Leader�BVI与Sonata�Company�Limited于2019年11月27日签署的

《Share�Purchase�Agreement》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EQT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EQT�Greater�China�II�Limited

住所

Level�4�(North),�St�Julian's�Court,�St�Julian's�Avenue,�GY1�1WA�St�

Peter�Port,�Channel�Islands

注册号 43711

企业类型 合伙企业（基金）

业务性质 投资控股与管理

已发行股份 20,000美元

设立时间 2005年9月23日

主要股东 CBTJ�Financial�Services�B.V.持股100%

通讯地址

Level�4�(North),�St�Julian's�Court,�St�Julian's�Avenue,�GY1�1WA�St�

Peter�Port,�Channel�Islands

联系电话 +44�1481�722278

2、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情况

EQT� 根据注册地英属根西岛的法律成立， 其公司章程规定了股东会、 董事会的职权及有关的治理结构。 EQT的股东为CBTJ�

Financial� Services� B.V.，CBTJ� Financial� Services� B.V.是一家注册于荷兰的公司。根据EQT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和股东会职权的划分

以及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实际运行情况，EQT的董事会是EQT的主要决策机构。

3、EQT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介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Matthew�Ian�

TULLIER

男 英国

3�Clos�De�Peirre, �Collings�Road, �St. �Peter�

Port,�Guernsey,�GY1�1FS

董事

James�Campbell�

ARROL

男 英国

Les�Juliennes, �Rue�Des�Vinaires, � St. � Pierre�

Du�Bois�GY7�9EZ,�Guernsey

董事

Peter�VELDMAN 男 荷兰 12,�Rue�Pepin�le�Bref,�L-1265�Luxembourg 董事

（二）LeaderBVI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Leader�Holding�(BVI)�Limited

住所

Trident�Trust�Company� (B.V.I.) � Limited, � Trident� Chambers, � P.O. � Box�

146,�Road�Town,�Tortola,�British�Virgin�Islands

注册号 1433606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已发行股本 1股

设立时间 2007年9月

主要股东 Leader�(Cayman�Islands)�Limited持股100%

通讯地址

13/F, �Gloucester�Tower, �The�Landmark, �15�Queen’ s�Road�Central,�

Central,�Hong�Kong

联系电话 +852�29175850

2、股权及控制关系

Leader� BVI股权结构如下：

3、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介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Leader� BVI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Matthew�Ian�

TULLIER

男 英国

3�Clos�De�Peirre,�Collings�Road,�St.�

Peter�Port,�Guernsey,�GY1

董事

James�Campbell�

ARROL

男 英国

Les�Juliennes,�Rue�Des�Vinaires,�St.�

Pierre�Du�Bois�GY7�9EZ,�Guernsey

董事

MOK�Kwan�Ting�

Martin

男 中国香港

25/F,�Block�45,�Baguio�Villa,�550�

Victoria�Road,�Hong�Kong

董事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 本次变动的原因和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系EQT拟退出对老百姓的投资，实现投资回报。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老百姓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泽星投资在老百姓A股上市时承诺：“本公司拟在锁定期满后开始减持所持的老百姓股份。 本公司将根据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

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市场情况，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尽量采取对市场影响较小的方式，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全部老百姓股份” 。

泽星投资系EQT为投资老百姓之目的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之一，泽星投资上述减持承诺实际系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作出。 本次权益

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减持老百姓股份的承诺将全部履行完毕。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泽星投资间接持有老百姓71,011,426股股份，占老百姓股份总数的24.78%。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其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通过泽星投资间接持有老百姓的股份。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Leader� BVI与Sonata� Company� Limited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Leader� BVI将其持有的泽星投资全部股份转让给Sonata�

Company� Limited。 本次股权转让转让完成后，Sonata� Company� Limited将通过泽星投资间接持有老百姓71,011,426股股份，占老百

姓总股本的24.78%。

三、 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协议内容

2019年11月27日，Leader� BVI与Sonata� Company� Limited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5、 签订各方

卖方：Leader� Holding� (BVI)� Limited

注册地址：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 Limited,� Trident� Chambers,� P.O. � Box� 146,� Road� Town,� Tortola, � British�

Virgin� Islands

买方：Sonata� Company� Limited

注册地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6、 股权转让的具体方案

Leader� BVI将其持有的泽星投资全部股份以557,222,529.28美元的价格转让给Sonata� Company� Limited。

7、 付款安排

(3)�买方应于交割日向卖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减去以下各项之和后的金额：(a)税款托管金额（即股份转让价款的10%）、(b)税款托管

费的50%、以及(c)预估印花税（即股份转让价款的0.2%）的50%；

(4)�买方应于交割日向税款托管账户支付税款托管金额（即股份转让价款的10%）。

8、 特别条款

(4)�交割应于股份收购协议签署日（或协议双方书面同意的其他日期）发生；

(5)�交割时，卖方应向买方提交由卖方提名的泽星投资董事及公司秘书签署的辞去泽星投资董事或公司秘书职务的书面辞呈，且泽星

投资董事会应通过决议任命由买方提名的泽星投资董事及公司秘书；

(6)�鉴于泽星投资在2019年9月和11月先后出售了一定数量的老百姓股份，且因该等出售所取得的价款被支付至泽星投资于兴业银

行长沙分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中，双方同意，卖方在交割后有权取得前述价款扣除依法应付税费后的剩余部分。

四、 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泽星投资所持有的老百姓股份锁定期限已届满，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拟转让的老百姓

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

五、 本次权益变动的附加条件、补充协议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披露的协议内容外，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权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未就

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作出任何安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老百姓的股份。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老百姓股份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泽星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老百姓股份2,865,000股，占老百姓股份

总数的0.9999%；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老百姓股份11,462,254股，占老百姓股份总数的4.00%。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元/股）

泽星投资 大宗交易 2019年7月 5,731,127

55.61元-75.39元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

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未提供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一节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EQT� Greater� China� II� Limited）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EQT� Greater� China� II�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名）：

时间：2019年11月27日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Leader� Holding� (BVI)� Limited）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Leader� Holding� (BVI)�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名）：

时间：2019年11月27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的登记注册文件及翻译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身份证明文件及翻译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的登记注册文件及翻译件；

4.�信息披露义务人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身份证明文件及翻译件；

5.�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翻译件。

二、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资本运营部，供投资者查阅。

（本页无正文，为《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EQT� Greater� China� II�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名）：

时间：2019年11月27日

（本页无正文，为《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Leader� Holding� (BVI)�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名）：

时间：2019年11月27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省长沙市

股票简称 老百姓 股票代码 60388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EQT�Greater�China�II�Limited

Leader� Holding� (BVI) �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英属根西岛

英属维尔京群岛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不变，但共同控制

关系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取得上

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EQT、Leader�BVI通过泽星投资持有71,011,426股

持股比例：24.78%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变动数量：71,011,426股

变动比例：24.78%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EQT� Greater� China� II�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名）：

时间：2019年11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Leader� Holding� (BVI)�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名）：

时间：2019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023

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7

转债代码：

113514

转债简称：威帝转债

转股代码：

191514

转股简称：威帝转股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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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披露前，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白哲松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33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482%（以截至2019年5月9日收市后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2019年6月13日，公司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12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含税0.1元，每股派送红股0.2股。 详见公司2019年6月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 送股后，董事白哲松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6,403,200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

董事白哲松先生计划于2019年5月31日至2019年11月27日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不超过1,600,800股，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0.371%，占其持有公司股份25%。 （董事白哲松先生的计划减持数量已按权益分派实施方案进行调整。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董事白哲松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9%。减持后，董事白哲松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803,2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078%。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白哲松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5,336,000 1.482% 其他方式取得：5,336,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白哲松

1,600,

000

0.359%

2019/9/3

～

2019/9/2

3

集中竞

价交易

4.48－5.58

8,378,

000

未 完 成 ：

800股

4,803,

200

1.07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11/28

证券代码：

603286

证券简称：日盈电子 公告编号：

2019-060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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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孟庆有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85,2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269%。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自2019年8月29日至2019年11月26日之间：股东孟庆有于2019年8月29日至9月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减

持公司股份88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0.999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时间已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孟庆有 5%以下股东 1,785,240 2.0269% IPO前取得：1,785,24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孟庆有 880,000 0.9991%

2019/8/29 ～

2019/9/2

集中竞价交易

14.865-1

4.865

13,080,

684.00

905,240

1.0278

%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股东孟庆有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

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股东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

施、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413

证券简称：雷科防务 公告编号：

2019-088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未完成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原增持计划

2018年4月30日，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雷科防务” ）收到公司股

东贵州外滩安防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滩安防” ）送达的《关于贵州外滩安防设备有限公司计划

增持雷科防务股份的公告》，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56）。 增持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自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2018年5月2日至2019年5月2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外滩安防计划择机增持雷科防务的股份不

超过15,000万股，本次增持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外滩安防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二、增持计划实施情况以及持股变动情况

上述增持计划于2019年5月2日届满，由于外滩安防的原因，公司一直无法与外滩安防取得联系，根

据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获取的信息， 外滩安防在承诺期限内增持公司股份0

股，未完成本次增持承诺。

2019年6月26日，公司收到华融华侨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华侨” 送达的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沪02执528号之三】，外滩安防持有的93,422,863股雷科防务

将作价人民币54,260万元，交付华融华侨抵偿相应的债务，上述股份已于2019年6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过户完成后外滩安防持有公司股份由100,

000,000股变更为6,577,137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

性公告》（2019-047）。

2019年11月25日收到公司华融华侨发来的《告知函》以及其提供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裁定书》【(2018)沪02执528号之五】，裁定外滩安防持有的雷科防务股票5,312,500股以物抵债至华

融华侨名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2019-087）。

截止目前，外滩安防持有公司股份6,577,1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1%，本次司法裁定过户完成

后，外滩安防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变为1,264,6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508

证券简称：思维列控 公告编号：

2019-101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批复到期失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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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赵建州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79号），核准公司向赵建州、西藏蓝

信投资有限公司合计发行3,077,405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98,000万元，核准日期为2018年11月28日，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后，按照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相关事宜的办理。 同时，公司积极推进募集配套资金工作，但由于资本市场融资环境的变化，公司

未能在批复有效期内完成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遵照上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批复到期自

动失效。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批复到期失效不会对公司的经

营和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963

证券简称：大理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35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并取得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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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8月8日、2019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9年11月27日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新取得的《营业执照》所载具体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02186714056

2、名称：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4、住所：云南省大理市下关环城西路118号

5、法定代表人：杨君祥

6、注册资本：16900.000000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4年03月22日

8、经营期限：2004年03年22日 至 长期

9、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含非最终灭菌），中药前处理及提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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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