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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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涉及变更以往已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0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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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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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0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5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梁桂秋先生。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12,515,63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37.0006%。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12,447,837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36.992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人，代表股份67,8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080％；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8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

的3人，参加网络投票的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45,12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001%。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

梅女士、黎志琛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梁桂秋先生、梁桂添先生、黄宁女士、张杰锐先生、虞熙春先生、梁俊华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上述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简历详见2021年9月30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梁桂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12,473,53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03,0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5.0187%。

1.02�选举梁桂添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12,459,54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89,0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3.3623%。

1.03�选举黄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12,459,648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89,1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3.3750%。

1.04�选举张杰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12,459,54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89,0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3.3626%。

1.05选举虞熙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12,699,54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5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29,0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121.7610%。

1.06选举梁俊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12,459,54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89,0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3.3627%。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曾江虹女士、龙琼女士、刘卫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董事任期自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董事简历详见2021年9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司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曾江虹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12,459,64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8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3.3744%。

2.02选举龙琼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12,459,64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8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3.3744%。

2.03选举刘卫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12,459,54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89,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3.3625%。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霍夏女士、芦振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上述监事将与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黄雪莹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

年。 （股东代表监事简历详见2021年9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芦振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312,459,54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89,0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3.3623%。

3.02选举霍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312,459,64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89,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3.374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黎志琛先生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

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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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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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0月15日以书面、传真

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2021年10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

决权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权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梁桂秋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梁桂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梁桂添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

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经梁桂秋先生提名，以上四个专门委员会的召集人和具体委员如下：

1、选举董事梁桂秋先生、独立董事刘卫兵先生、董事梁桂添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董事梁桂秋

先生担任召集人。

2、选举独立董事曾江虹女士、独立董事刘卫兵先生、董事虞熙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

事曾江虹女士担任召集人。

3、选举独立董事刘卫兵先生、独立董事曾江虹女士、董事张杰锐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

事刘卫兵先生担任召集人。

4、选举独立董事曾江虹女士、董事虞熙春先生、梁桂添为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曾江

虹女士担任召集人。

上述人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简历详见公司已于2021年9月30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同意聘任梁桂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简历见附

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梁桂添先生、张杰锐先生、林立女士、张文斌先生、宋丽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游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副总经理林立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林立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林立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82290988

传真：0755-89926159

邮箱：gen@glory-medical.com.cn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五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1号厂房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王平等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简

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陈凤菊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陈凤菊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82290988

传真：0755-89926159

邮箱：gen@glory-medical.com.cn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五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1号厂房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23日

附件：

1、梁桂秋先生简历：

1963年出生,MBA,中国国籍。 梁桂秋先生于1998年创立本公司，并自公司成立至今，一直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现

任江西尚荣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华荣健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合肥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香港尚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尚荣康源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家港市锦洲医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尚荣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富平县尚荣医院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深圳市普尔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曾任深合佰润（深圳）成套配送有

限公司监事，苏州吉美瑞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梁桂秋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黄宁女士为夫妻关系、梁桂添先生为兄弟关系、梁俊华先生为父子关系，直接持

有公司股票249,586,723股。

梁桂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梁桂添先生简历：

1966年出生,MBA,中国国籍。 1998�年梁桂添先生与梁桂秋先生一起创立本公司，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深圳市尚荣医院后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荣昶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布兰登医疗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华荣健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监事，合肥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尚荣投资有限公司总

经理，深圳市普尔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尚荣健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重庆尚荣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尚云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曾任苏州吉美瑞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和南昌尚荣广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

梁桂添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58,093,225股，与梁桂秋先生为兄弟关系。

梁桂添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3、张杰锐先生简历：

1977年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2000年9月加入本公司，曾任公司设计员、设计部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营

销总监，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和福安市佳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

张杰锐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75,609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杰锐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4、林立女士简历

1969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经济师，中国国籍。2013年至今一直但任尚荣医疗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合肥

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监事，张家港市锦洲医械制造有限公司监事，富平县尚荣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

普尔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曾任苏州吉美瑞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2013年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

林立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75,609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林立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5、张文斌先生简历：

1963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国国籍。 曾任尚荣医疗财务总监和苏州吉美瑞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

深圳市华荣健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监事，合肥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尚荣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张家港市锦洲医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普尔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尚荣医疗副总

经理等职务，

张文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69,612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文斌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6、宋丽女士简历

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 宋丽女士2002年7月加入本公司，曾任国贸部经理、采购部经理、品质部经理，现

任副总经理。

宋丽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66,829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宋丽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7、游泳先生简历

1973年出生，大专，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国籍。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益阳分行南县

支行会计、深圳深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深圳深信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业务经理、

高级经理。 2014年10月加入本公司任财务负责人，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和重庆尚荣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

游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79,067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游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8、王平等女士简历

1982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2011年9月加入公司，先后任广东中成海华税务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项目主任、讲师及深圳凯基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等工作，2011年9月起任本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王平等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245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9、陈凤菊女士简历

1982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7年4月加入本公司，曾任公司行政专员，2009年5月起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陈凤菊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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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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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0月15日以书面、传真

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2021年10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黄雪莹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

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黄雪莹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一致，从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黄雪莹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3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

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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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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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10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2021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黄雪莹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

黄雪莹女士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与股东代表

监事的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10月23日

黄雪莹女士简历：

1989年出生，本科，中国国籍。 黄雪莹女士2011年7月加入本公司，曾任公司行政专员；现任深圳市尚荣天怡医疗健

康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中泰华翰建筑设计总院有限公司监事，南昌尚荣广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江西尚荣投资有

限公司监事，安徽尚荣健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安徽尚荣投资有限公司监事，合肥尚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监事，重

庆尚荣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富平县尚荣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监事，尚荣医疗

审计稽查部副经理和职工代表监事。

黄雪莹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7,562股，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黄雪莹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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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发展储能业务，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作为有限合伙人与相关合作方发起设立了

“深能上银二号（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能上银基金” ）。 深能上银基金拟募集资金规模

为人民币2,600万元，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不超过人民币1,980万元，占深能上银基金总规模的比例不超过76.15%。 本次

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事项在公司总裁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深能上银绿色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能上银绿色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9月11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山社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北塔楼34层3405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吕剑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能源类项目投资咨询。（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许可经营项目是：能源

电力建设生产、技术开发（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燃气、垃圾焚烧、生物质能）；能源环保、能源燃气类项目建设生产、

技术开发。 （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股权结构：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34%股权，深圳市南海嘉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33%股权，上银国际

（深圳）有限公司持有33%股权。

深能上银绿色能源（深圳）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有限合伙人：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3年8月21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北塔楼9层、29-31层、34-41层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熊佩锦

注册资本：人民币475,738.9916万元

经营范围：各种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生产、购销；投资和经营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益的高科技产业；投资和经营与

能源相关的原材料的开发和运输、港口、码头和仓储工业等；经营和进出口本公司能源项目所需的成套设备、配套设备、机

具和交通工具等；投资和经营与能源相配套的地产、房产业和租赁等产业；各种能源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管理和经营，

以及与能源工程相关的人员培训、咨询及其他相关服务业务；环保技术开发、转让和服务；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在合

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从事信息系统运营维护，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的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软

硬件、电子产品、耗材、办公设备的销售与租赁；能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其他业务。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深能上银二号（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1年10月19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2,6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73室-75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能上银绿色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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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及其认缴出资额：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人民

币）

出资方式

深能上银绿色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万元 货币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20万元 货币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980万元 货币

基金管理人：上银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上银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码为：P1067708。

基金投资范围：专项投资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电力企业储能调频项目股权，即深圳市深能致诚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储能调频项目公司）股权；合伙企业的全部剩余现金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待投资、待分配

及费用备付的现金，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货币基金等低风险金融产品。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合伙企业名称

深能上银二号（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合伙企业存续期限

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10年，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提前结束或延长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本合伙基金的存续期

为5年，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基金的存续期限可以提前结束或适当延长。

3、合伙人及其出资

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所有合伙人应自本合伙协议生效后在募集期限届满前足额缴纳出资，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时间保持

一致。 所有合伙人应于2021年10月30日前完成足额缴纳出资，各合伙人认缴金额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人民

币）

出资方式

1 深能上银绿色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万元 货币

2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20万元 货币

3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980万元 货币

具体出资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根据本协议约定发出的《缴款通知书》日期为准，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在出资缴款日前

10个工作日内向各合伙人发出《缴款通知书》，出资人应当在该等出资付款日或之前将《缴款通知书》载明的当次应缴金

额足额缴付至合伙企业募集结算账户。

合伙人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出资期限内足额支付其认缴出资额， 应按未缴付的金额的0.5‰/日的标准向合伙企业支

付违约金，直至该合伙人足额实缴出资。 该等违约金将作为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管理。

如果在出资期限届满后15天内有限合伙人仍未支付未缴付的金额，普通合伙人有权决定对该有限合伙人除名并接纳

新有限合伙人予以承接该有限合伙人的剩余认缴出资额，或者相应减少本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

4、投资范围：专项投资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电力企业储能调频项目股权，即深圳市深能致诚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储能调频项目公司）股权；合伙企业的全部剩余现金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待投资、待分配及

费用备付的现金，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货币基金等低风险金融产品。

5、投资决策程序

合伙企业的投资事项需经合伙人大会审议。

全体合伙人签署本协议视为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仅可向深圳市深能致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储

能调频项目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不高于人民币贰仟伍佰肆拾万元整（￥25,400,000.00），持有股权比例为99.61%。

6、投资退出

通过增资、受让股权等方式取得未上市企业股权的，选择适当时机通过转让或出售所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权等方式

获取收益。

7、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7.1�收益分配

7.1.1现金收入分配

合伙企业每次对其可分配现金收入进行分配时，管理人应按照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1）现金收入应优先支付未结清的管理费、产业顾问费及其他费用和合伙企业的费用；

（2）返还合伙人实缴出资。 剩余收入向各合伙人按其实缴出资比例返还实缴出资，直至各合伙人收回其实缴出资；

（3）支付全体合伙人投资收益。 以上分配之后的余额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在全体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

合伙企业每年度根据合伙企业收到的投资标的分红金额后，于10个工作日内，在扣除相关税费后根据全体合伙人实

缴出资比例进行全额分配。

7.1.2非现金收入分配

在合伙企业清算完毕之前，管理人应尽其合理努力将合伙企业的投资变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但如无法变

现或根据管理人的独立判断认为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全体合伙人的利益，则经合伙人大会决策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 非

现金分配时，如所分配的非现金资产为公开交易的有价证券，以自做出分配决定之日前十五个证券交易日内该等有价证

券的平均交易价格确定其价值；对于其他非现金资产，除非经合伙人会议同意，管理人应聘请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评估从而

确定其价值。

管理人按照上述约定向合伙人进行非现金分配时，视同对被投资企业已经进行处置，根据确定的价值按照7.1.1条规

定的原则和顺序进行分配。

7.2� �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在总认缴出资额之内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根据其认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担，超出全体合伙人总认缴出资额的

亏损由普通合伙人承担。

8、入伙、权益转让、退伙和身份转变

8.1新的合伙人入伙

新的合伙人加入合伙企业须由全体合伙人同意。 本合伙企业注册成立后不再增加新的合伙人，基金规模维持初始份

额，仅接受因份额转让所加入的新合伙人。

8.2有限合伙人权益转让

8.2.1有限合伙人之间可以转让合伙权益。

8.2.2有限合伙人向其关联人转让合伙权益的，应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提交“有效申请” ，载明拟转让的权益以及拟转让

价格。执行事务合伙人对“有效申请”进行审查，审查通过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向全体有限合伙人发送书面通知，告知合

伙权益转让事宜，其他合伙人应当同意该合伙权益转让，审查不通过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不予批准该等转让，并向有

限合伙人说明原因。

8.2.3� �有限合伙人拟对外转让合伙权益的（不包括向关联方转让），应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提交“有效申请” ，载明拟

转让的权益份额以及拟转让价格。 执行事务合伙人对“有效申请”进行审查，审查不通过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不予批

准该等转让，并向有限合伙人说明原因。审查通过的，执行事务合伙向全体合伙人发送书面通知，告知合伙权益转让事宜，

有意向受让该等合伙权益的有限合伙人应在收到通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执行事务合伙人，期满未答复的，视为

放弃优先购买权。 两个以上有限合伙人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受让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

的实缴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转让方必须按照申请中载明的拟转让价格转让合伙权益。 如全体有限合伙人均放弃优

先购买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在上述十五个工作日期满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发送书面通知表明是否行使优先

购买权，按照申请中载明的拟转让价格受让合伙权益。

8.3普通合伙人权益转让

8.3.1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普通合伙人不应以其他任何方式转让其在合伙企业当中的任何权益。

8.3.2如普通合伙人出现其被宣告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法律规定当然退伙的情形，为使合伙企业存续确需转让其

权益，且受让人承诺承担原普通合伙人之全部责任和义务，经合伙人大会同意后方可转让，否则合伙企业进入清算程序。

8.3.3若根据本协议相关规定合伙企业决定将原普通合伙人强制除名并全体一致决定接纳新的普通合伙人，则原普通

合伙人应向新的普通合伙人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有限合伙权益，并且转让价格应经普通合伙人及受让方均接受的独立第三

方进行评估确定。

8.4有限合伙人退伙

8.4.1（1）当有意向第三方拟承接有限合伙人基金份额的，有限合伙人可依据本协议约定转让其持有的有限合伙权益

从而退出合伙企业：（2）若深圳市深能致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储能调频项目公司）未能在2021年10

月31日前成功取得银行授信批复（批复金额不低于4740万元，融资年化利率不高于5.5%），有限合伙人可以退伙，执行事

务合伙人有权选择安排其他有限合伙人或接纳新有限合伙人予以承接拟退伙合伙人的实缴出资份额，或者本合伙企业进

行清算。 除上述两种情形外，有限合伙人不得提出退伙或提前收回实缴出资的要求。

8.4.2有限合伙人发生下列情形时，当然退伙：

（1）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

（2）持有的全部有限合伙权益被法院强制执行；

（3）发生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被视为当然退伙的其他情形。

8.4.3有限合伙人依8.4.2条规定当然退伙时，除非合伙企业立即接纳了新的有限合伙人，否则合伙企业进入清算程序。

8.5普通合伙人退伙

8.5.1普通合伙人在此承诺，除非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在合伙企业按照本协议约定解散或清算之前，普通合伙人始终

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职责；在合伙企业解散或清算之前，不要求退伙，不转让其持有的有限合伙权益；其自身亦不会采取任

何行动主动解散或终止。

8.5.2普通合伙人发生下列情形时，当然退伙：

（1）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

（2）持有的全部有限合伙权益被法院强制执行；

（3）发生根据《合伙企业法》适用于普通合伙人的规定被视为当然退伙的其他情形。

8.5.3普通合伙人依上述约定当然退伙时，除非合伙企业立即接纳了新的普通合伙人，否则合伙企业进入清算程序。

8.6身份转变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符合本协议关于接纳普通合伙人或普通合伙人退伙的约定， 有限合伙人不能转变为普通合伙

人，普通合伙人亦不能转变为有限合伙人。

9、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

则应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仲裁费用、律师费、评估费、保全费及担保费等均

由违约方承担。

10、解散和清算

10.1解散

当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发生时，合伙企业应被解散并清算：

（1）合伙人大会就解散做出生效决议提前终止情形；

（2）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届满而未延期；

（3）普通合伙人被除名或根据本协议约定退伙且合伙企业没有接纳新的普通合伙人；

（4）有限合伙人一方或数方严重违约，致使普通合伙人判断合伙企业无法继续经营；

（5）合伙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

（6）出现《合伙企业法》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解散原因。

10.2清算

10.2.1各合伙人在此同意，清算人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担任，除非全体合伙人同意并决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之外的人士

担任。

10.2.2在确定清算人以后，所有合伙企业未变现的资产由清算人负责管理，但如清算人并非执行事务合伙人，则执行

事务合伙人有义务帮助清算人对未变现资产进行变现。

10.2.3清算期不超过一年，清算期结束时未能变现的非现金资产按照协议约定的分配原则进行分配。

10.3清算清偿顺序

合伙企业到期或终止清算时，合伙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进行清偿及分配：

（1）支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

（2）缴纳所欠税款；

（3）清偿合伙企业债务；

（4）根据本协议约定的分配原则和程序在所有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

其中对第（1）、（2）两项必须以现金形式进行清偿，如现金部分不足则应增加其他资产的变现。第（3）项应与债权人

协商清偿方式。

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债务的，由普通合伙人向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11、协议生效

本协议最初自各方签署之日起对签署方发生法律约束效力。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国有发电企业，拥有较多电力资源，公司与其共同设立基金投资储能调频项

目，能够实现产业协同，利于公司储能业务的发展。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存在的风险

1、根据《合伙协议》，若深圳市深能致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储能调频项目公司）未能在2021年10

月31日前成功取得银行授信批复（批复金额不低于4740万元，融资年化利率不高于5.5%），有限合伙人可以退伙，执行事

务合伙人有权选择安排其他有限合伙人或接纳新有限合伙人予以承接拟退伙合伙人的实缴出资份额，或者合伙企业进行

清算。

2、深能上银基金专项投资深圳市深能致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储能调频项目公司）股权，受调频

市场政策变动、投资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基金投资效益不达预期或者亏损的风险。

七、其他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深能上银基金份额认购，无在深能

上银基金中任职安排。

2、本次公司投资设立深能上银基金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八、备查文件

1、《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21100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

变卖暨可能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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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执行案件需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股东饶陆华先生持有的公司68,523,474股、69,000,000股、68,000,000股共计205,523,474股股票进行

了公开拍卖，用户姓名杭州锐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竞买号O0530于2021年9月25日竞得上述饶陆华先生持

有的69,000,000股公司股票，两次公开拍卖“饶陆华持有的科陆电子（002121）68,523,474股股票” 、“饶陆华持有的科

陆电子（002121）6,800万股股票” ，因无人竞拍，均已流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9月27日、10月9日、10

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近日，公司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sf.taobao.com）上查询获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1

年11月4日10时起60日期间内（竞价周期与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饶陆华先生所持有的公司共计

136,523,474股股份进行公开变卖， 饶陆华所持公司股份存在被动减持的可能。 现将饶陆华先生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

法变卖暨被动减持事宜披露如下：

一、 本次股东股份被司法变卖的基本情况

1、变卖标的物

“饶陆华持有的科陆电子（002121）68,523,474股股票” 、“饶陆华持有的科陆电子（002121）6800万股股票” 。

2、竞价时间

本次变卖的竞价时间为2021年11月4日10时起60日期间内（竞价周期与延时除外）。

3、变卖方式

网络司法变卖期为60天，如有竞买人在60天内变卖期中的任一时间出价，则变卖自动进入到24小时竞价倒计时；24小

时竞价周期内，其他变卖报名用户可加价参与竞买，竞价结束前5分钟内如有人出价，则系统自动向后延时5分钟（循环往

复至最后5分钟内无人出价）。 竞买人需要先报名缴纳等同于标的物变卖价全款金额的变卖预缴款，才能取得变卖参与资

格；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变卖价，方可成交。

本次司法变卖的具体内容详见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sf.taobao.com）上公示的相关信息。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变卖的情况

2021年7月19日-2021年7月20日，饶陆华先生所持1,8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0%）公司股份被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司法拍卖，用户姓名北京天元永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竞得。

2021年9月24日-2021年9月25日，饶陆华先生所持6,9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90%）公司股份被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司法拍卖，用户姓名杭州锐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竞得。

本次，饶陆华所持公司共计136,523,474股股份将于2021年11月4日10时起60日期间内（竞价周期与延时除外）被进

行司法变卖。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饶陆华先生非公司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亦非上述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变卖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饶陆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23,315,20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96%，其中，其中处于质押状

态的股份数为322,203,47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99.66%，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323,315,208股，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饶陆华先生本次拟被司法变卖的公司股份共计为136,523,474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42.23%，占公司总股本的9.69%。 若本次司法变卖最终成交，将导致饶陆华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数量发生相应变动。

3、本次变卖事宜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将涉及竞买、缴款、法院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变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积极关注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博时裕弘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0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裕弘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弘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56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6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博时裕弘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裕弘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10月19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1年度的第1次分红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4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48,255,228.1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0.350

注： 本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350元人民币 。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10月26日

除息日 2021年10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10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1年10月26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21年

10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2021年10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

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

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

登记日之前（不含2021年10月26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分红方式修改只对单个交易账户有效，即投资者通

过多个交易账户持有本基金，须分别提交分红方式变更申请。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2021年10月26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

额）低于1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5）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

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3日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0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18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2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10月19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1年度的第4次分红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A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03188 010973

截止基准日下属

基金份额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基金

份额份额净值（单

位：元）

1.0625 1.0622

基准日下属基金

份额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元）

46,625,891.31 2,260,979.54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 -

本次下属基金份额分红方案（单位：元

/10份基金份额）

0.1000 0.0980

注：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1000元人民币，本基金C� 类基金份额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

利0.098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10月26日

除息日 2021年10月2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10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1年10月26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21年

10月27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2021年10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

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

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

登记日之前（不含2021年10月26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分红方式修改只对单个交易账户有效，即投资者通

过多个交易账户持有本基金，须分别提交分红方式变更申请。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2021年10月26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

额）低于1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5）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

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3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经履行适当的审批程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 ）旗下管理基金参与了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生物”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的网下申购。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成大生物于2021年10月21日发布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成大生物发行的主承销商为本公司关联方，成大生物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110元/股，现将本公司上述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佣金）

相 应 新 股 配 售 经 纪 佣 金

（元）

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655 292050 1460.25

博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73 129030 645.15

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8153 896830 4484.15

博时产业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285 251350 1256.75

博时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23 244530 1222.65

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1 122210 611.05

博时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447 489170 2445.85

博时中证淘金大数据100指

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988 108680 543.4

博时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235 135850 679.25

博时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335 366850 1834.25

博时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273 360030 1800.15

博时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594 285340 1426.7

博时外延增长主题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73 129030 645.15

博时鑫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273 360030 1800.15

博时鑫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458 380380 1901.9

博时乐臻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9079 998690 4993.45

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852 203720 1018.6

博时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582 394020 1970.1

博时鑫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50 115500 577.5

博时逆向投资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050 115500 577.5

博时汇智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988 108680 543.4

博时量化平衡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582 394020 1970.1

博时新兴消费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285 251350 1256.75

博时军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

3273 360030 1800.15

博时厚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73 129030 645.15

博时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988 108680 543.4

博时荣享回报灵活配置定期

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832 971520 4857.6

博时汇悦回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741 81510 407.55

博时产业新趋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67 414370 2071.85

博时成长优选两年封闭运作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6917 760870 3804.35

博时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4323 475530 2377.65

博时荣丰回报三年封闭运作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235 135850 679.25

博时健康成长主题双周定期

可赎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50 346500 1732.5

博时鑫荣稳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273 360030 1800.15

博时研究精选一年持有期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58 380380 1901.9

博时研究臻选三年持有期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35 366850 1834.25

博时价值臻选两年持有期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32 509520 2547.6

博时消费创新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8585 944350 4721.75

博时荣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161 237710 1188.55

博时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841 312510 1562.55

博时鑫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532 278520 1392.6

博时恒旭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成长领航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创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976 217360 1086.8

博时汇兴回报一年持有期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5620 618200 3091

博时港股通领先趋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战略新材料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741 81510 407.55

博时恒元6个月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297 142670 713.35

博时创新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6423 706530 3532.65

博时产业慧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5867 645370 3226.85

博时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4261 468710 2343.55

博时产业优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周期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35 135850 679.25

博时汇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617 67870 339.35

博时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73 129030 645.15

博时数字经济18个月封闭运

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94 285340 1426.7

博时健康生活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852 203720 1018.6

博时研究慧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926 101860 509.3

博时乐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5682 625020 3125.1

博时成长优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9820 1080200 5401

博时半导体主题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347 258170 1290.85

博时博盈稳健6个月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9512 1046320 5231.6

博时裕富沪深30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8832 971520 4857.6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482 163020 815.1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570 502700 2513.5

博时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特许价值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347 258170 1290.85

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988 108680 543.4

博时创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741 81510 407.55

博时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926 101860 509.3

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903 319330 1596.65

博时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

基金

3891 428010 2140.05

博时中证5G产业5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73 129030 645.15

博时中证5G产业5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73 129030 645.15

博时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35 135850 679.25

博时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14 210540 1052.7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卓越品牌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926 101860 509.3

博时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841 312510 1562.55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

3582 394020 1970.1

博时睿远事件驱动灵活配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741 81510 407.55

博时睿远事件驱动灵活配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741 81510 407.55

博时睿利事件驱动灵活配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494 54340 271.7

博时优势企业3年封闭运作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5311 584210 2921.05

博时研究优选3年封闭运作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8647 951170 4755.85

博时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94 285340 1426.7

博时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350 808500 4042.5

博时科创板三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05 176550 882.75

博时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100 231000 1155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617 67870 339.35

博时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26 101860 509.3

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882 1087020 5435.1

博时中证智能消费主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35 135850 679.25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