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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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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

河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广州天河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农行广州天河支行与公

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工程公司” ）之间约定办理各类业务

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

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前述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13,500万元。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以下简称“农行锦州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合同编号：21100520210000157）， 公司为农行锦州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锦州东方雨虹建

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州东方雨虹” ）之间约定办理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前述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13,500万元。

公司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以下简称“中原银行濮阳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合同编号：中原银（濮阳）最保字2021第440081-1号），公司为中原银行濮阳分行与公司全资

子公司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东方雨虹” ）之间在一定期限内办理各类业

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8,000万元。

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州支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明州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合同编号：03300KB21B7LE9N），公司为宁波银行明州支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浙江雨晴防水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雨晴” ）之间办理约定各项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

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等值人民

币1,500万元。 浙江雨晴通过以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及向公司转让其具有合

格凭证的债权这两种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新建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南昌新建支行” ）签署了《银企

批量担保业务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21年新中银企保字第025号），公司为中行南昌新建支行与公

司下游经销商之间主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本次在中行南昌新建支行贷款的借款企业将由公司审核通过后、向中行南昌新建支行出具

融资推荐函确定。 前述担保合同项下公司对全部借款人的贷款本金担保上限为人民币10,000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年5月10日召开的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

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187亿元的担

保，其中对广东工程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60,000万元，对锦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35,

000万元，对河南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60,000万元；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以连

带责任保证方式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符合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

不超过授信总额度100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6日、2021年5月11日刊登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69）、《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087）。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广东工程公司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因此，广东工程公司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仍为60,000万元；公司对锦州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因此，锦州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仍为35,000万元；公司对河南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5,000万元，均为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年5月1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

案” ）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河南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60,000万元；公司对下游

经销商的担保余额为13,558.78万元，均为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1

年5月1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

因此，下游经销商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1,000,00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广东工程公司的担保金额为13,5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6,

500万元；公司对锦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13,5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1,500万元；公司对

河南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13,000万元（其中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

的担保余额为5,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8,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52,000万元；公司对下

游经销商的担保金额为25,058.78万元, 其中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2021年5月1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

额为13,558.78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11,5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988,5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广东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9年5月26日；

2、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中福路3号；

3、法定代表人：杨浩成；

4、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建筑结构防水补漏；建材、装饰材料批发；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

修和清理；建筑用沥青制品制造；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新材料技术开发服

务；环保技术开发服务；沥青及其制品销售；销售普通砂浆；销售湿拌砂浆；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广东工程公司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广东工程公司资产总额1,540,547,800.15元， 负债总额1,250,566,

273.49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289,981,526.66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831,319,

015.58元，利润总额75,994,028.02元，净利润51,754,967.86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广东工程公司资产总额2,018,505,578.68元，负债总额1,656,447,095.05

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362,058,483.63元，2021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54,

585,215.42元，利润总额39,849,660.86元，净利润68,730,094.45元（2021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

计）。 广东工程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6级。

8、广东工程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锦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10年7月9日；

2、注册地址：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海大街一段20号；

3、法定代表人：周振江；

4、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各类防水涂料、防水卷材及其他相关建筑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

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锦州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锦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465,101,470.90元，负债总额374,347,774.90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90,753,696.00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441,461,709.00元，利润

总额34,218,536.59元，净利润26,394,415.37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锦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778,760,126.71元，负债总额348,496,619.30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430,263,507.41元，2021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06,731,

876.80元，利润总额33,376,896.93元，净利润28,339,212.25元（2021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锦

州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7级。

8、锦州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7年6月8日；

2、注册地址：濮阳工业园区金濮路36号；

3、法定代表人：刘贵启；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成套设备及其他建筑装饰材料的技术开发、制

造、销售、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

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河南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河南东方雨虹资产总额939,238,759.88元，负债总额677,833,763.60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261,404,996.28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437,958,024.32元，

利润总额194,431,362.31元，净利润160,720,833.05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河南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401,016,077.99元，负债总额1,062,602,914.58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338,413,163.41元，2021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74,630,

495.75元，利润总额85,512,849.34元，净利润76,639,479.73元（2021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河

南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10级。

8、河南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名称：浙江雨晴防水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年2月11日；

2、注册地址：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134号5幢208室；

3、法定代表人：李中军；

4、注册资本：1,199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劳务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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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以下

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李中军持股比例为89%，股东杨喜莲持股比例为11%。浙江雨晴与东方雨

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浙江雨晴资产总额167,918,332.63元，负债总额102,660,479.81元，或有

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65,257,852.82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59,857,185.09元，利润总额

23,228,306.27元，净利润17,421,229.70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浙江雨晴资产总额237,145,978.71元，负债总额162,419,605.01元，或有

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74,726,373.70元，2021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3,455,813.98元，

利润总额998,571.48元，净利润748,928.61元（2021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浙江雨晴最新的企

业信用等级为A。

8、浙江雨晴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农行广州天河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

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壹亿叁仟伍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

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二）公司与农行锦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

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壹亿叁仟伍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

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三）公司与中原银行濮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

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等）和主合

同债务人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公司与宁波银行明州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州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

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函（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

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

（4）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

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等值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

4、保证范围

（1）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

的双倍利息和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2）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

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增加而实际超

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保证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五）公司与中行南昌新建支行签署的《银企批量担保业务担保合同》

甲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新建支行

乙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乙方对本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担保期限

（1）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后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乙方对全部借款人的贷款本金担保上限为人民币壹亿元。

4、保证范围

依据甲方就符合银企批量担保业务标准的贷款业务与借款人签订的各类《借款合同》发放并按

本协议约定确定担保责任的贷款本金，以及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

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

用、执行费用等）、因借款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有效地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 及时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以更加有效地

拓展市场，从而实现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亦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

而提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 其中，广东工程公司、锦州东方雨虹及河南东方雨

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

险，且前述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 此外，本次对下游经销商的

担保，公司将采取经销商的资质准入、以自有的资产提供反担保及专款专用、控制贷款额度比例等的

风险防范措施，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85,985.34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57%。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272,426.56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64%；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

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558.78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93%。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332,485.34万元，占公司2020年12

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75%。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

担保金额为307,426.56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1.04%；对下游经销商

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5,058.78万元， 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71%。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农行广州天河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农行锦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中原银行濮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宁波银行明州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浙江雨晴签署的《反担保合同》；

6、公司与中行南昌新建支行签署的《银企批量担保业务担保合同》；

7、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8、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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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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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3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1年9月13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3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

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泰基工业城1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董卫峰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6人，代表股份161,078,7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9.200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161,078,79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00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

场会议。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1,078,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28,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及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1,078,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28,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赵磊、黄凌寒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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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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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1年9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13日交易时间，即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

13日上午9:15至2021年9月13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丹灶物流中心金泰路1号办公楼二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雷琦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53,152,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2674%；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53,

14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262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0.005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006,6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557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15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0%；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3%；反对2,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常跃全、何阳。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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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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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146.8575万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1年9月22日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诺华” ）于2021年7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期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所持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期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锁定期即将

届满且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公司拟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其中，首次授

予部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78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46.8575万股；预留

授予部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69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8.9725万股。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期锁定期即将届满， 本次解锁股份

数量为146.8575万股，解锁日暨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9月22日。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1、2018年7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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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披露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

2、2018年8月8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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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对激励计划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9日披露的《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101）等。

（二）历次限制性股权授予情况

1、2018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向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情况如下：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授予股票数量

（万股）

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

授予后股票

剩余数量（万股）

2018年8月30日 7.62元/股 513.40 200人 62.60

2、2019年8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等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

予情况如下：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授予股票数量（万股）

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

授予后股票

剩余数量（万股）

2019年8月1日 7.42元/股 62.60 82人 0

（三）历次限制性股权解锁情况

1、2019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暨上市的议案》：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所持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锁定期已届满且解除限售条件已

达成，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194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

事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限制性股票具体解锁情况如下：

解锁日期

解锁数量

（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量（万

股）

取消解锁数量（万

股）

是否因分红送转导致解

锁数量变化

2019年10月18日 201.92 365.48 8.6【注1】 否

注1：公司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授予的首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2020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0年8月17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0年10月23日，

公司完成对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情况如下：

解锁日期

解锁数量

（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量（万

股）

取消解锁数量（万

股）

是否因分红送转导致解

锁数量变化

2020年9月22日 148.7175 148.7175 5.445【注2】 否

注2：公司9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授予的首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情况如下：

解锁日期

解锁数量

（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量（万

股）

取消解锁数量（万

股）

是否因分红送转导致解

锁数量变化

2020年9月9日 30.7875 30.7875 1.025【注3】 否

注3：公司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授予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3、2021年7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

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期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情况如下：

解锁日期

解锁数量

（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量（万

股）

取消解锁数量（万

股）

是否因分红送转导致解

锁数量变化

2021年8月31日 28.9725 0 1.815【注4】 否

注4：公司9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授予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其中郭喜庆等5人

合计1.205万股已注销完成，邓剑等4人合计0.61万股回购注销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 第三个锁定期即将届满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除限售期为授予日 （T日）＋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T日）＋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30%。

同时， 根据2018年8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实施颁布的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2018年修订）》的规定：“限售期” 含义指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行使权益的条件尚未成就，

限制性股票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的期间，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算。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8年8月30日， 登记日为

2018年9月21日。 结合上述规定，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于

2021年9月21日届满。

（二） 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具体条件及达成情况如下：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满足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

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

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本次拟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部分的178名激励对象以及预

留授予部分的69名激励对象均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公司2020年业绩考核要求： 以2017年度业绩指标为基数，

2020年度净利润较2017年度增长率不低于120%；2020年

度主营业务收入较2017年度增长率不低于60�%。

注1：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激励成本摊销前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注2：2017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3,695,631.81元，主营业务收入为605,

320,593.75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信会师

报字[2021]第ZF10341号《审计报告》，公司2020年度经营

业绩完成考核目标情况如下：

1、2020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80,530,167.97元， 激励成本为10,882,

012.74元， 即2020年经审计激励成本摊销前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91,412,180.71

元，较2017年度增长171.29%；

2、2020年， 主营业务收入为1,193,697,918.25元，较

2017年度增长97.20%；

综上所述，2020年度公司业绩考核结果符合解除限售

的条件。

个人绩效考核要求：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

励对象前一年度绩效考评等级为合格以上作为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解锁依据。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激励对象，公司

将按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回购及注销本期或全部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

考核等级划分为4个等级：

A�优秀：85分≤考评得分＜100分；

B�良好：75分≤考评得分＜85分；

C�合格：60分≤考评得分＜75分；

D�不合格：考评得分＜60分；

经公司考核，本次拟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部分的178名激励

对象以及预留授予部分的69名激励对象2020年度个人绩

效考核结果均达到C以上等级，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此次，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条件已达成，解锁比例

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30%。

（三）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说明

1、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200人，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为82人：

其中，吴凤云等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全部为首次授予对象)。 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

29�日、2019年5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和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7.80万股限制性

股票。 2019年7月19日，公司完成对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其中，李杨等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5人为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2人为预留授予部分

激励对象）。 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17�日、2020年5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3.24

万股限制性股票。 2020年9月2日，公司完成对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其中，雷建富等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6人为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2人为预留授予部

分激励对象）。2020年7月30日、2020年8月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以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回购注销其4.03万股限制性股票。2020年10月23日，公司完成对上

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其中，郭喜庆等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5人为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5人为预留授予

部分激励对象）。2021年3月25日、2021年4月1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回购注销其2.345万股限制性股票。2021年6月22日，公司完成

对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其中，邓剑等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2人为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4人为预留授予部分

激励对象）。 公司于2021年7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回购注销其

1.33万股限制性股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综上所述，本次可解除限售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178人，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69人。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78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46.8575

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98%：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限

制性股票总数比

例%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石建祥 董事、副总经理 70.00 21.00 3.77

2 曹 倩 董事、总经理助理 20.00 6.00 1.08

3 孙 艳 董事、董事会秘书 10.00 3.00 0.54

4 屠 瑛 董事 7.00 2.10 0.38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07.00 32.10 5.76

二、其他激励对象

5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业务） 骨干

（小计 174人）

390.495 114.7575 20.59

合计 497.495 146.8575 26.35

注：以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股权激励时任职务，2021年5月公司董事会换届后石建

祥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曹倩担任公司董事，孙艳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屠瑛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1年9月22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46.8575万股；

（三）董事、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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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卖出

后6个月内又买入的，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81,875 -1,468,575 13,300【注6】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8,103,975 1,468,575 149,572,550

合计 149,585,850【注5】 0 149,585,850

注5： 本次变动前股本以2021年3月25日、2021年4月1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后股本149,585,850股为准。 2021年7月20日，公司

“美诺转债” 开始转股，截止2021年9月12日，公司可转债转股数量2838股，公司总股本为149,588,

688股。

注6：公司于2021年7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批准后回购注销该1.33万股限制性股票。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对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解锁

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以及《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均已成

就； 本次解锁尚需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锁期届满后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后续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603538� � � � � � � �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2021-074

转债代码：113618� � � � � � � � �转债简称：美诺转债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原料药获得欧洲

CEP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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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燎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燎原药业” ）收到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以下简称“EDQM” ）签发的硫酸氢氯吡格雷

（工艺B）欧盟CEP证书（欧洲药典适用性证书），现就相关登记情况公告如下：

一、CEP证书相关信息

原料药名称：硫酸氢氯吡格雷

证书类型：欧盟CEP证书

证书编号：No.R0-CEP� 2020-159-Rev00

企业名称：浙江燎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

发证机关：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EDQM）

批准日期：2021年9月9日

二、硫酸氢氯吡格雷的适应症及药理作用

药品适应症：适用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事件，如近期缺血性卒中、近期心肌梗死、急性冠

脉综合征等。

药理作用：为血小板聚集抑制剂，能选择性地抑制ADP与血小板受体的结合，随后抑制激活ADP

与糖蛋白GPⅡb/Ⅲa复合物，从而抑制血小板的聚集，也可抑制非ADP引起的血小板聚集，不影响磷酸

二酯酶的活性。 通过不可逆地改变血小板ADP受体，使血小板的寿命受到影响。

三、药品所涉的投入情况

燎原药业于2020年5月21日向EDQM提交了硫酸氢氯吡格雷 （工艺B） 欧洲CEP申请， 公司于

2021年9月10日收到欧洲EDQM颁发的CEP证书，有效期为5年。 本次申请费用约为人民币3.8万元。

四、药品的市场状况

产品名称 其他主要生产企业 产品市场情况

硫酸氢氯吡格雷（英文名称：

Clopidogrel�hydrogen�sulfate）

国内：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普洛家园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车头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等。

国外 ：AUROBINDO、DR.REDDY'S、

MSN� LABORATORIES、MYLAN、

TEVA等。

2020年全球硫酸氢氯吡格雷制剂销

售额25.08亿美元；亚洲市场销售额

14.25亿美元； 欧洲市场销售额6.97

亿美元；美市场销售额0.84亿美元；

其他市场销售额3.02亿美元。

2020年全球硫酸氢氯吡格雷原

料药销售量85.69万kg；亚洲销售量

47.95万kg； 欧洲市场销售量24.39

万kg；美国市场销售量6.98万kg；全

球其他市场销售量6.37万kg。

注：产品市场数据来源于IMS资料。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硫酸氢氯吡格雷（原料药）为公司的重点产品之一，硫酸氢氯吡格雷（晶型I）初次取得欧盟CEP

证书为2016年8月，本次为硫酸氢氯吡格雷（工艺B）取得欧盟CEP证书（说明：工艺B即晶型II）。 本次

证书取得后，意味着公司该原料药两种晶型产品均可在欧洲市场销售，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国际市

场，对未来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 该原料药未来的具体市场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

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300859� � � � � � �证券简称：*ST西域 公告编号：2021-053

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北京湘疆科技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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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8,402,83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87%）的股东北京湘疆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曾用名：湖南湘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湘疆”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者大宗交易方式

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20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936%）。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北京湘疆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情况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的总数量（股） 占公司股本的总比例

北京湘疆科技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曾用名：湖南湘彊投资有限公司） 18,402,837 11.8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北京湘疆自身的业务需要。

2、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3、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本次累计减持不超过9,200,8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936%（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股权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等合法方式。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

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

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5、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期间自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

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期间自本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

6、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期间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派息、股票拆细、配股、缩股等事项，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7、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湘疆不存在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不

一致的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北京湘疆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在减持期间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

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是否实施以及是否按期实施完成存在

不确定性；

2、北京湘疆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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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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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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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4、在按本计划实施期间北京湘疆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 备查文件

北京湘疆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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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临时停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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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7日，公司所属子公司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新化工” ）发生一名

员工在工作现场昏迷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件。 事件发生后，金新化工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相关主管

部门报告，并根据要求于9月10日装置按流程停车，目前事件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公司对去世员工

表示深切的哀悼。

目前，金新化工正全力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工作，待原因查明，并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可后可恢复

生产。 金新化工主要产能为尿素80万吨/年。 目前，事件的原因尚在调查中，金新化工复产时间及对公

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尚不能确定。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相关披露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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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96� � � � � � �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21-104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

到1%的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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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为原持股5%以上非控股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大宗交易减持所致，不触及

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为原持股5%以上非控股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90,085,869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5.90%减少至4.90%。

2021年9月13日收到原持股5%以上非控股股东共青城胜帮凯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共青城胜帮” ）通知，共青城胜帮于2021年9月2日至2021年9月1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

持公司股份18,37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共青城胜帮凯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9月2日至2021年9月13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1-09-02 人民币普通股 12,200,000 0.66%

2021-09-03 人民币普通股 4,390,000 0.24%

2021-09-13 人民币普通股 1,784,000 0.10%

合计 18,374,000 1.00%

共青城胜帮于2021年9月2日、9月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共减持16,59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90%（详见公司公告临2021-102）。

二、本次变动完成前后，共青城胜帮持有公司股份权益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共青城胜帮 108,459,869 5.90% 90,085,869 4.90%

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另， 根据共青城胜帮通知，2021年9月13日， 共青城胜帮通过转融通方式出借所持公司股份4,

3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23%，出借期限不超过182天。 上述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所涉及

的股份不发生所有权转移，不属于减持。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控股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尚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