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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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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减持股东的持股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奕瑞科技” ）股东天

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红杉” ）、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红杉” ）分别持有公司股份6,300,000股、4,402,174股（合计持有10,702,

174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8.68%、6.07%（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14.75%）。

公司股东苏州工业园区禾源北极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北极光” ）持

有公司股份4,456,483股，占公司总股本6.14%。

公司股东上海辰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辰岱” )、上海辰德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辰德春华” ）、苏州辰知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辰知德” ）分别

持有公司股份2,747,585股、1,630,435股、1,056,763股（合计持有5,434,783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

的3.79%、2.25%、1.46%（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7.50%）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IPO前取得股份，该部分股份将于2021年9月22日起解禁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天津红杉、北京红杉自2021年9月22日后的6个月内（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

不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拟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

351,087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7.38%，其中，天津红杉拟减持数量不超过3,150,000股，减

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4.34%；北京红杉拟减持数量不超过2,201,087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3.03%。

公司股东苏州北极光自2021年9月22日后的6个月内（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不以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拟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891,300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23%。

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自2021年9月22日后的6个月内（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

日内不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拟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5,434,783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7.50%，其中上海辰岱减持数量不超过2,747,585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3.79%；辰德春华减持数量不超过1,630,435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2.25%； 苏州辰知德减持数量不超过1,056,763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46%。其中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4,352,869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6.00%。

公司股东天津红杉、北京红杉承诺：自2021年9月22起6个月内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但不排除

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等方式）减持持有的奕瑞科技股份，包括在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该部分股份所

对应的因奕瑞科技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产生的股份。

公司股东苏州北极光、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承诺：自2021年9月22日起未来的6个月内不

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但不排除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等方式）减持持有的奕瑞科技股份，包

括承诺期间该部分股份所对应的因奕瑞科技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产生

的股份。 在承诺期内，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自愿将其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给公司。

天津红杉、北京红杉、苏州北极光、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的政策备案申请，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中的减持规定，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天津红杉、北京

红杉、苏州北极光、辰德春华投资期限在60个月以上的，其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首次公开发

行前股份的，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上海辰岱、苏州辰知德投资期

限在36个月以上但不满 48个月，在任意连续6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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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红杉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6,300,000 8.68% IPO前取得：6,300,000股

北京红杉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4,402,174 6.07% IPO前取得：4,402,174股

苏州北极光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4,456,483 6.14% IPO前取得：4,456,483股

上海辰岱 5%以下股东 2,747,585 3.79% IPO前取得：2,747,585股

辰德春华 5%以下股东 1,630,435 2.25% IPO前取得：1,630,435股

苏州辰知德 5%以下股东 1,056,763 1.46% IPO前取得：1,056,76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天津红杉 6,300,000 8.68% 受同一主体控制

北京红杉 4,402,174 6.07% 受同一主体控制

合计 10,702,174 14.75% —

第二组

上海辰岱 2,747,585 3.79% 受同一主体控制

辰德春华 1,630,435 2.25% 受同一主体控制

苏州辰知德 1,056,763 1.46% 受同一主体控制

合计 5,434,783 7.50% —

上述公司股东在公司上市以来尚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大宗交易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天津红杉

不超过：3,150,

000股

不 超 过 ：

4.34%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 过 ：3,150,000

股

2021/9/27～

2022/3/21

按市场价

格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前

已取得股份

自身资金

需求

北京红杉

不超过：2,201,

087股

不 超 过 ：

3.03%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2,201,087股

2021/9/27～

2022/3/21

按市场价

格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前

已取得股份

自身资金

需求

苏州北极

光

不 超 过 ：891,

300股

不 超 过 ：

1.23%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891,300股

2021/9/27～

2022/3/21

按市场价

格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前

已取得股份

自身资金

需求

上海辰岱

不超过：2,747,

585股

不 超 过 ：

3.79%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2,747,585股

2021/9/27～

2022/3/21

按市场价

格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前

已取得股份

自身资金

需求

辰德春华

不超过：1,630,

435股

不 超 过 ：

2.25%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1,630,435股

2021/9/27～

2022/3/21

按市场价

格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前

已取得股份

自身资金

需求

苏州辰知

德

不超过：1,056,

763股

不 超 过 ：

1.46%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1,056,763股

2021/9/27～

2022/3/21

按市场价

格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前

已取得股份

自身资金

需求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公司股东天津红杉、北京红杉承诺：自2021年9月22起6个月内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但不排除

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等方式）减持持有的奕瑞科技股份，包括在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该部分股份所

对应的因奕瑞科技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产生的股份。

公司股东苏州北极光、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承诺：自2021年9月22日起未来的6个月内不

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但不排除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等方式）减持持有的奕瑞科技股份，包

括承诺期间该部分股份所对应的因奕瑞科技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产生

的股份。 在承诺期内，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自愿将其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给公司。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

承诺√是□否

根据公司《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等

文件，上述公司股东承诺如下：

（一）公司股东天津红杉、北京红杉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奕瑞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奕瑞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奕瑞科技回购该

等股份； 如因奕瑞科技进行权益分配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奕瑞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公司

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本企业承诺将按照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减持。

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持有及减持股份的意向

本企业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书以及本企业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

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在限售期满之日起二十四个

月内，每十二个月内减持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限制。

（2）减持股份的方式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

于非公开转让、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3）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奕瑞科技股份，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前述法律及监管规则另有规定或未来发生变化的，

本企业实施减持奕瑞科技股份及信息披露亦应符合相关法律及监管规则的要求。

本企业承诺将按照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减持， 如果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公

司股票，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二）苏州北极光、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奕瑞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奕瑞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奕瑞科技回购该

等股份； 如因奕瑞科技进行权益分配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奕瑞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公司

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本企业承诺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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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减持。

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持有及减持股份的意向

本企业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书以及本企业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

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在限售期满之日起二十四个

月内，每十二个月内减持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限制。

（2）减持股份的方式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

于非公开转让、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3）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

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

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企业承诺将按照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减持， 如果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公

司股票，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上交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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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综合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

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减

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等产生影响。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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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

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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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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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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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会议于2021年9月9日以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1年9月17日以传签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三名，实际

参加表决监事三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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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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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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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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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

司有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回购

注销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20,000股。 鉴于公司2021年5月26日实施

了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4元（含税），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对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回购价格由1.75元/股调整为1.706元/股。公司已派发的

2020年现金股利另行支付给激励对象。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0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0年11

月2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2、2020年11月2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4），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

事的委托， 独立董事李宝山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

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0年11月27日至2020年12月6日， 公司通过OA系统及黑板宣传栏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激励计

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共计10天。 在公示期内，如对激励对象或其信息有异议

者，可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

的异议。 2020年12月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

告编号：2020-096）。

4、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在《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 2020年12月1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节能风力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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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查报

告》（公告编号：2020-098）。

5、根据《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以下简称《工作指引》）的规定，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须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 ）批

复后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截至2020年12月25日，公司未收到国资委的批复文件。公司于2020年12

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七

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议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

6、2021年1月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国资委下发的《关于中节

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产权〔2020〕673号），国资委原则同

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1年1月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了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1）。

7、2021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1年1月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

公告。

8、2021年1月2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

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并在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

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9、2021年1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截止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核查意

见。 2021年1月2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10、2021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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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激励对象辞职、因个

人原因被解除劳动关系的，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时市

价与授予价格的孰低值回购。因公司2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故公司决定对其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1.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20,000股，授予价格为1.75元/股。

2.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公司于2021年5月26日实施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股本总额5,013,052,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进行现金分红，每10股分配现金0.44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220,574,288元（含税）。 公

司董事会依据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回

购价格由1.75元/股调整为1.706元/股。

3.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拟用于支付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三、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不考虑其他事项的影响，公司股份总数将由目前的5,013,052,000股

变更为5,012,632,000股。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数量 变动数量 变动后数量

有限售条件股份 532,610,319 -420,000 532,190,319

无限售条件股份 4,480,441,681 4,480,441,681

合计 5,013,052,000 -420,000 5,012,632,000

注：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相关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

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与授予数量调整的情况

本次实际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确认数为准。本次调整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29人调整为127人， 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638万

股调整为2,596万股。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以及公司管理团队的勤

勉尽职，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等有关规定，鉴于公司2

名股权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回购

注销上述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20,000股。 公司对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所做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

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以调整后的价格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鉴于公司2名股权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同意

公司回购注销上述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20,000股。公司依照《公

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项下限售期届满前离职的激励对象所涉及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意公司对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所做的调整。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有关规定，限制性股票回购的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有效；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

施，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以调整后的价格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事项。

八、律师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1、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已取得现阶段

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因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

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股，本次回购注销尚需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和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相关法定程序以及股份注销登记等程序；

2、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股份数量和回购价格等回购方案内容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管理

办法》、《工作指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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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算并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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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算并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业务实际情况，清算注销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节能风力发电（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风电” ）。

一、拟清算注销的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节能风力发电（浙江）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MA2887X949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注册地址：嵊州市崇仁镇新街西路

5、法定代表人：杨怀强

6、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16年3月10日

8、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投资管理、建设施工、运营维护；电力销售；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

证书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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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结构：

股 东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浙江风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90,230.19 1,980,857.08

负债总额 16,434,994.62 16,748,629.55

净资产 -9,744,764.43 -14,767,772.47

项 目 2020年度 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1,260,893.56 -5,023,008.04

净利润 -1,260,893.56 -5,023,008.04

二、清算注销浙江风电的原因

2012年，公司开始在浙江省建立测风塔，开展嵊州崇仁项目的前期开发工作，嵊州崇仁项目于2015

年12月22日取得《绍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嵊州市崇仁48MW风电场项目核准的批复》（绍市发

改中心〔2015〕93号）。 公司于2016年3月成立浙江风电负责嵊州崇仁项目，后受2016年浙江省风电项

目林地审批暂停政策影响，嵊州崇仁项目中止开发建设，且至今未能恢复相关工作。近年来，国家对生态

保护、林地占用政策日趋严格，结合浙江省“十四五”规划的相关内容，公司管理层认为嵊州崇仁项目不

再具备投资可行性。 经公司2020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对嵊州崇

仁项目在建工程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目前浙江风电没有其他在运、在建或开发中的项目，为进一步优

化内部管理结构，公司拟清算并注销浙江公司。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成立清算小组，办理清算及注销登记的相关手续;浙江风电

的注销将使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但有利于公司优化整体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战略，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方向和长远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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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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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2021年9月15日、9月16日

和9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核实，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

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等重大事

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9月15日、9月16日和9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构成《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经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导致股价异常波动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

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等对本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3、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4、经公司自查，截止目前，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5、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

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郑重提

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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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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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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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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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9月9日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1年9月17日以传签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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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有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

意公司回购注销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20,000股， 本次回购不影响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鉴于公司于2021年5月26日实施了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4元（含

税），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进行

调整，回购价格由1.75元/股调整为1.706元/股。 公司已派发的2020年现金股利另行支付给激励对象。

关联董事刘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9月18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的《公司关于回购注销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6）。

二、通过了《关于清算并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业务实际情况，清算注销中节能风力发电（浙江）有限公司。 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办

理相关清算注销事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9月18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的《公司关于关于清算并注销全资子公司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87）。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600734� � � � � � �证券简称：*ST实达 公告编号：第2021－068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消除保留意见等事项的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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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福

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消除保留意见等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763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具体内容如下：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7日晚，你公司披露消除保留意见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上述事项对公司和投资者

影响重大，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6.1条规定，现请你公司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根据公告，公司全资孙公司北京铸凰丰泰科技有限公司与诗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三家香港客

户、福建岚台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岚台通）等签署协议，岚台通将替三家香港客户代为支付

剩余货款。 会计师认为回款的不确定已经消除，因此，上市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影

响已消除。对此，一名独立董事反对，称对其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存疑。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前期该

批次存货的销售具体情况及本次销售回款，说明上述业务是否具有商业实质；（2）本次由岚台通替三家

香港客户代为付款的具体原因，后续偿付安排，说明代为付款的商业合理性，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利益

安排；（3） 岚台通与三家香港客户的关系， 同时岚台通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4）本次岚台通替香港三家客户代为付款后，是否将形成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若未来香港三家客户未

向岚台通付款，公司是否将面临诉讼风险；（5）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根据公告，公司一名独立董事反对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反对理由是会计差错更正涉及

以前年度有关业务的真实性存疑。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所以反对。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会计差错更

正涉及以前年度业务的具体情况，相关业务是否真实，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

投资者利益。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请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5个交易日内回复。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

高度重视上述事项，勤勉尽责，审慎核实上述事项，积极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明确发表意见，同时履行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上述事项，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按时回复并及时披露。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

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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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拟出售资产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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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计持股18.17%的参股公司天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国

际” ）拟出售其全资子公司Naga� UK� TopCo（以下简称“天诚英国” ）和Tiancheng� (Germany）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AG（以下简称“天诚德国”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已履行参股公司天诚国际的股东大会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方式支付股权对价。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持有天诚国际18.17%的股份。

●目前天诚德国尚需特定竞争主管部门的反垄断许可以及Grifols� S.A.（以下简称“基立福” ）发布公开要约收购决

定等条件，能否顺利完成尚存在不确定风险。此外，目前天诚英国的出售正处于商业谈判的过程中，具体交易对手、交易价

格尚未确定，交易能否完成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

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合计持股18.17%的参股公司天诚国际拟出售其全资子公司天诚英国和天诚德国100%的股权。 其中， 拟以约

10.86亿欧元的现金对价向基立福转让其持有的天诚德国股权。 目前天诚英国的出售正在商业谈判过程中， 具体交易对

方、交易方案与最终交易价格尚未确定。

本次交易已履行参股公司天诚国际的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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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Grifols� S.A.

公司性质：股份公司（纳斯达克上市）

主要经营场所：Spain,� Barcelona� (08022),� calleJesús� y� María,� number� 6

注册资本：119,603,705�欧元

主营业务：向公司及企业提供管理监督服务、以及投资于动产及不动产。基立福集团的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血液制

品、疫苗、 诊断试剂及检测器具和检测技术并提供检测服务等。

基立福是一家注册于西班牙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其主要股东情况如下：

主要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Deria�SA 9.18%

Scranton�Enterprises�BV 8.13%

Thorthol�Holdings�BV 7.09%

Núria�Roura�Carreras 6.15%

Blackrock,�Inc 3.56%

Capital�Research�and�Management�Company 5.05%

Fidelity�International�Limited 1.99%

Europacific�Growth�Fund 3.08%

其他股东/公众股东 55.77%

基立福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与公司也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基立福2020年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币种：亿欧元（注） 折合人民币亿元

资产总额 152.75 1,22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08 409.92

2020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40 428.54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6.19 49.67

1欧元对人民币 8.0250元

注：汇率摘取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公告。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类别为出售股权，本次出售的标的为天诚国际的全资子公司天诚英国和天诚德国100%的股权。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天诚英国

公司名称：Naga� UK� Topco� Limited

类型：其他服务公司

住所：Dagger� Lane,� Elstree,� Hertfordshire,� United� Kingdom,� WD6� 3BX

成立日期：2013年6月27日

注册资本：385万英磅

营业范围：血浆收集、分离和血浆衍生治疗蛋白及相关产品的销售。

股权结构：天诚国际持有天诚英国100%的股权。

天诚英国主要持有Bio� Products� Laboratory� Holdings� Ltd（以下简称“BPL” ）100%的股权。 BPL为全球性全产

业链的血液制品公司，主要从事血浆采集、销售以及血液制品的生产和销售。

天诚英国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币种：万英镑（注） 折合人民币万元 币种：万美元（注）

折合人民币

万元

资产总额 57,983 515,486 90,909 587,290

负债总额 46,451 412,963 48,137 310,975

资产净额 11,532 102,523 42,772 276,316

2020年

（经审计）

2021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835 291,913 23,194 149,838

净利润/(损失) -576 -5,121 27,031 174,626

资产处置收益 - - 27,663 178,709

1英镑/美元对人民币 8.8903元 6.4602元

注：汇率摘取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公告。 上述数据已合并BPL的财务数据。

天诚英国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

2、天诚德国

公司名称：Tiancheng� (Germany）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AG

类型：投资控股公司

住所：Maximilianstrabe� 11,� c/o� Kirkland� ＆ Ellis� International� LLP,� 80839� Munich

成立日期：2017年1月20日

注册资本：5万欧元

营业范围：资产管理，收购、出售、持有和管理在国内外公司的股份

股权结构：天诚国际持有天诚德国100%的股权。

天诚德国主要持有BiotestAktiengesellschaft（以下简称“Biotest� AG” ） 89.88%普通股股权和1.08%优先股股

权，合计持有45.48%的股权。 Biotest� AG为德国法兰克福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是具有70年血液制品制造经验的全球性全

产业链血液制品公司。

天诚德国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7月31日

（未经审计）

币种：万欧元（注） 折合人民币万元 币种：万欧元（注） 折合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87,939 705,710 88,815 682,019

负债总额 27,520 220,848 28,277 217,142

资产净额 60,419 484,862 60,538 464,877

2020年

（经审计）

2021年1-7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 -

净利润/(损失) -620 -4,976 119 914

1欧元对人民币 8.0250元 7.6791元

注：汇率摘取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公告。 上述数据未合并Biotest� AG的财务数据。

Biotest� AG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币种：亿欧元（注） 折合人民币亿元 币种：亿欧元（注） 折合人民币亿元

资产总额 11.31 90.79 11.46 8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42 35.44 4.22 32.41

2020年

（经审计）

2021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4 38.86 2.58 19.80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31 -2.52 -0.18 -1.40

1欧元对人民币 8.0250元 7.6791元

注：汇率摘取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公告。

天诚德国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天诚国际于2021年9月17日与基立福签署了股份购买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定价及支付时间：在股权购买协议约定的完成日，基立福将向天诚国际支付约10.86亿欧元的现金对价，该对价包

含：（1）Biotest� AG的17,783,776股普通股，每股价值43.00欧元；（2）Biotest� AG的241,581股优先股，每股价值37.00

欧元；以上股权价值合计约7.73亿欧元，以及（3）天诚德国对于Biotest� AG约为3.13亿欧元的股东贷款。

2、支付方式与条件：以现金支付。 股权购买协议的完成取决于先决条件，其中包括特定竞争主管部门的反垄断许可，

以及基立福发布要约收购Biotest� AG所有股份的决定等。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天诚国际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聚焦主业，继续推进“清理、整顿、瘦身”

工作方针，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同时有效降低前期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天诚德国交割预计将于2022年完成，目前天

诚英国的出售正处于商业谈判过程中，交易对方、交易方案与最终交易价格均未确定。公司暂无法预计本次出售事项对公

司2021年度净利润的影响，后续会根据交易进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六、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的天诚德国尚须特定竞争主管部门的反垄断许可以及基立福发布公开收购要约决定等条件，能否顺利完成

尚存在不确定风险。此外，目前天诚英国的出售正处于商业谈判过程中，具体交易对手、交易价格尚未确定，交易能否完成

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司公告为准。 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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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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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1年7月23日披露了《无锡药明

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5，以下简称“《减持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Edward� Hu（胡正国）、Steve�

Qing� Yang�（杨青）、Shuhui� Chen（陈曙辉）、Minzhang� Chen（陈民章）、Ellis� Bih-Hsin� Chu

（朱璧辛）、姚驰拟于2021年8月13日至2021年11月10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以下

简称“本次减持计划” ）。

本公司于2021年9月17日（以下简称“发函日” ）收到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Edward� Hu（胡

正国）、Steve� Qing� Yang�（杨青）、Shuhui� Chen（陈曙辉）、Minzhang� Chen（陈民章）、姚驰发送

的《上市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截至发函日（含），本公司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根据本次减持计划已合计减持183,900股本公司股份， 占本公司截至2021年9月16日总股本的

0.0062%，前述累计减持数量已超过本次减持计划中拟减持股份合计数量的半数，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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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Hu（胡正国）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338,832 0.0115%

其他方式取得：338,832股（包

括通过股东大会批准的股权激

励计划取得， 并因公司权益派

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调整股

数）

Steve�Qing�Yang（杨青）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84,644 0.0096%

其他方式取得：284,644股（包

括通过股东大会批准的股权激

励计划取得， 并因公司权益派

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调整股

数）

Minzhang�Chen（陈民章）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94,880 0.0066%

其他方式取得：194,880股（包

括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以及股东

大会批准的股权激励计划取

得， 并因公司权益派发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而调整股数）

Shuhui�Chen（陈曙辉）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326,840 0.0111%

其他方式取得：326,840股（包

括通过股东大会批准的股权激

励计划取得， 并因公司权益派

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调整股

数）

Ellis�Bih-Hsin�Chu （朱璧

辛）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17,600 0.0040%

其他方式取得：117,600股（包

括通过股东大会批准的股权激

励计划取得， 并因公司权益派

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调整股

数）

姚驰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60,910 0.0021%

其他方式取得：60,910股 （包

括通过股东大会批准的股权激

励计划取得， 并因公司权益派

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调整股

数）

注：上述持股比例以在《减持计划公告》公告日本公司的总股本2,952,596,126股为基数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Edward�Hu（胡正国） 338,832 0.0115% 为Wendy�J.Hu配偶

Wendy�J.Hu 51,812 0.0018%

为Edward�Hu（胡正

国）配偶

合计 390,644 0.0133% —

注：上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为本次减持计划减持前情况。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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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Hu（胡正

国）

40,000 0.0014%

2021/9/14

～

2021/9/17

集中竞价

交易

142.50�-150.

00

5,850,000.00 298,832

0.0101

%

Steve�Qing�Yang

（杨青）

45,000 0.0015%

2021/9/14

～

2021/9/17

集中竞价

交易

140.35�-148.

30

6,431,497.00

239,

644

0.0081

%

Minzhang�Chen

（陈民章）

48,700 0.0016%

2021/8/18

～

2021/8/30

集中竞价

交易

129.39�-132.

30

6,367,506.40

146,

180

0.0050

%

Shuhui�Chen（陈

曙辉）

35,000 0.0012%

2021/9/6

～

2021/9/17

集中竞价

交易

140.60�-153.

00

5,098,071.00

291,

840

0.0099

%

姚驰 15,200 0.0005%

2021/8/13

～

2021/9/6

集中竞价

交易

140.10�-141.

15

2,134,805.43 45,710

0.0015

%

注1：上述减持比例、当前持股比例均以本公司截至2021年9月16日的总股本2,952,609,815股为基

数计算。

注2：上表列示的均为截至发函日的数据。

注3：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注4：Ellis� Bih-Hsin� Chu（朱璧辛）在《减持计划公告》公告日后至发函日未实施减持。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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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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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

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主决定，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的减持期间

内，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

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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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的减持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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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交易所上市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股份减

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