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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券代4:831488    江券筒称:牛宏医方    主亦券商:光大江券

江芥牛宏医方股分有限公司

杖益交劫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長保江公告内容的真実、准晩不口完整 ,没有虚仮泥

載、渓早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井対其内容的真実性、准補性不口完整性承担

今男1及逹帯法律責任。

桂牌/Ak司 名称:江赤準宏医方股倫有限公司

股票桂牌地点:全 国中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

股票筒称: 準宏医方

股票代褐3 831488

信息抜露又弁人: 江明元 I・I投資有限公司

信息抜露又券人住所:江明市周庄鎮末林村青負塘 58号

股分交功性反:城持,盈后体洪紫■

交功曰期:2018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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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恙披露又券人声明

一、本扱告ギ系信息披露又弁人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江券法》

(以下筒称 《江券法》)、 《♯上市公余公司牧賄管理力、法》(以 下筒称

《管理力、法》)、 《ヨト上市公余公司信息技露内容与格式林准第 5号一

―収益交劫扱告ギ》(以 下筒称《准ス15号》)及相美法律、法規編写。

二、信息披露又弁人答署本報告ギ已荻得又要的授枚和批准,其

履行亦不逹反披露又弁人章程或内部規ス1中 的任何条款,或 均え相沖

炎。

三、依据 《江券法》、《管理力、法》、《准ス15号》的規定,本扱告

ギ已仝面波露了信息被露又弁人在江赤準宏医方股倫有限公司中欄

有収益股倫交劫情況。

裁至本根告ギ答署え日,除本報告ギ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又

券人没有通辻任何其他方式増カロ或減少其在江亦準宏医方股分有限

公司中欄有収益的股分交劫情況。

四、本次収益交功根据本被告ギ中所載明的内容逹行。除本信息

披露又弁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杖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報告ギ中夕」

載的信息和対本報告ギ倣出任何解粋或者沈明。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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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市 粋又

本被告ギ中,除♯文意男有所指,下夕1筒 称具有女口下特定合又 :

信息披露又券人
ヒ
曰

４
１ 江明元隆投資有限公司

年宏医方、公司
ヒ
ロ

■
で 江赤準宏医方股倫有限公司

元隆投資
ヒ
日

■
１ 江開元隆投資有限公司

本報告ギ
ヒ
曰

ｔ
‘ 江亦準宏医葬股伶有限公司収益交劫報告ギ

本次/1X益 交劫
ヒ
曰

ｔ
て

信息披露又券人江開元隆投資有限公司子

2018年 1月 30日 通辻全国中小企立股倫結粧

系坑 以盤后体洪特性方式城持公 司股票

700,000股 ,城持后持股♭レ 1由 占公司恙股本

的 11.34%交 力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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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 信息披露又弁人介幻

一、 基本情況

1、 信息披露又弁人:江関元隆投資有限公司

公司銘称:江開元隆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蓼借

没立曰期:2014年 09月 26日

注冊資本:1480万元

注妍地址:江明市周庄鎮末林村青負塘 58号

姪菅疱曰:利 /11自 有資金対外投資。(依 法須姪オ}ヒ 准的項目,た

相美部 |¬ 批准后方可升晨姪菅活劫)

坑一社会信用代褐:91320281314158732M

二、 信息披露又券人持股情況

裁至 2018年 1月 31日 ,本次収益交劫后,信息披露又券人持股

情況如下 :

信息披露又券人 江開元隆投資有限公司

股倫銘称 年宏医方      ヽ

股倫稗炎 人民市普通股

股分数量 (股 ) 4,160,000

占公司恙股♭ヒ例 9.71%

所持股分性反及性廣交功情況 元 限 害 条 件 流 通 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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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0,000股 ,有 限告条件流

邁股:0股

股末持股交功込至1規 定♭ヒク1的 日期 2018年 1月 30日

収益交劫方式 盈后協洪紫性

二、 足否需相美部 |¬ 批准

本次収益交劫元需取得国家相美部11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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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 杖益交幼目的

本次収益交劫力江明元隆投資有限公司城持公司流通股 700,000

股,城持股分占公司恙股本的 1.63%,本次収益交劫系根据股末意思

自尽特性,井通ミ全国中小企立股伶若性系坑以盈后称決特上方式辻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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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市 叔益交劫方式

準宏医方股票子 2014年 12月 16日 在全国中小企立股分着性系

統桂牌井公升特性。

本次収益交功前,信 息披露又弁人持有公司 4,860,000股 ,占公

司恙股本的 11.34%,其 中元限告条件流通股 4,860,000股 ,有 限害

条件流通股 0股。

信息披露又券人子 2018年 1月 30日 通辻盆后体洪特性方式城持

公司元限告条件流通股 700,000股 ,占 公司恙股本的 1.63%。

本次収益交劫后,信息披露又券人持有公司 4,160,000股 ,占公

司恙股本的 9.71%;其 中元限告条件流近股 4,160,000股 ,_有 限害条

件流通股 0股。

裁至本報告ギ答署 日,信 息披露又弁人持有的準宏医方股票不存

在反押、凍結等任何枚不1限 +1的情形。信息披露又弁人不存在持有表

決枚未悛隻的化先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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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市 体袂的主要内容

本次輪■系信息披露又券人江開元隆投資有限公司通ミ全国中

小企立股分特性系坑以量后協洪特性的方式城持公司元限告条件流

通股 700,000股 ,占公司恙股本的 1.63%,不存在男行答資股枚特

性協袂、行政kl特或変更、法院裁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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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市 其他重人事項

二、 信息披露又券人声明

信息被露又券人承労本扱告不存在虚仮泥我、渓早性陳述或重大

遺漏,井対其真実性、准碗性、完整性承担今男J和 逹帯的法律責任。

一、 其他泣披露的事項

裁至本扱告答署え日,本根告ギ已按照有美規定対本次収益交劫

的相美信息邊行了女口実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美規定信息披露

人庄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本次股分特性完成后,公司控股股末、実際控市1人未友生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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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市 各査文件

一、 各査文件

信息披露又弁人菅立執照隻F「 件。

二、 各査文件畳各地点

本報告ギ及上述各査文件錘硫決的夏F「 件各畳千公司董事会秋

ギカ、公室。

難
製

靱
撮
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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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又券人声明及答署更

本公司承労本扱告ギ不存在虚仮t己載、滉早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

井対其真実性、准碗性、完整性承担今月1和逹帯的法律責任。

信息抜露又弁人:江 開元隆投資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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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杖益交劫根告ギ

基本情況

公余公司名称
江外準宏 医方股伶有

限公司
公A公 司所在地

江開市末盛西路

78号

股票箇称 準宏医方 股票代褐 831488

信息披露又券人名称
江開元隆投 資有 限公

司

信 /き 被露又券人

住所

江開市月庄鎮末

林村青生塘 58

号

欄有枚益的股分数量

交化

増カロロ

減少■

不交,但 持股人友生交

化□

有元一致行劫人
有□

元■

信息披露又券人是否

力公企公司第一人股

末

是□

否■

信息披露又券人

足否力公炎公司

実豚控市1人

是□

否■

収益交功方式 (可 多

地 )

通辻股紫系統的党含交易

同接方式装沈

通虻股紫系統的祢洪鶉性

通址股紫系坑的倣市交易

国有股行政え1紫 或交更

取得公余公司友行的新股

継承 □ ‐

贈与 □

執行法院裁定 □

其他 □ (情 注明 )

信息披露又弁人披露

前欄有収益的股分数

量及 占公余公司已友

行股分♭ヒタ|

持股数量:4,860,000股 ,持股♭ヒタ1:11.34%

本次収益交劫后,信
息披露又弁人欄有叔
益的股分数量及交功
♭ヒタ|

交劫数量: 700

交功后持股数量

股交功レヒ例 :1.63%
交劫后持股♭ヒ例 :9,71%

000月先

4,160,000股

渉及公炎/Ak司 控股股木或実体控tll人戒持股分的,信息波露又弁人述皮当就以下内
容予以悦明:

控股股末或実昧控市1人 増カロ叶是否存在侵害桂牌

公司和股末収益的同趣
是□  否□  不適用■

控股股末或実際控キ1人 増カロlll是 否存在未清僕其

対公司的負債,未解除公司力共負債提供的IEI保 ,

或者損害公司不1益 的其他情形

是□  否□  不近用■

本次枚益交劫是否需取得批准 足□  否□  不適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不適用■

填表現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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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在対照表所夕1事項的按 “是或否"填写核対情況,迪捧 “否"的 ,必須在

桂目中カロ各注予以悦明 ;

2、 不存在対照表所夕1事 項的按 “元"填写核対情況 ;

3、 需要カロ注悦明的,可在杜 目中注明井填写 ;

4、 信息被露又弁人包括投資者及其一致行功人。信息技露又弁人足多人的,可

以推迪共中一人作力指定代表以共同名又+1作 井扱送杖益交劫扱告ギ。

信息技露又芥人:江開元隆投資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