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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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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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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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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哈尔滨誉衡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减少情况；截至 2019 年 10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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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其在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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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特定涵义： 

公司、誉衡药业 指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1、誉衡国际 指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信息披露义务人 2、誉衡集团 指 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3、健康科技 指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4、朱吉满 指 朱吉满先生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 1、信息披露义务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

3 和信息披露义务人 4 的合称 

一致行动人 指 白莉惠女士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本《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信息披露义务人 1 上

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对持有的公

司股票进行减持以及被动稀释的情况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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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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誉衡国际、誉衡集团、健康科技、

朱吉满、白莉惠及控制的信托计划为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后，上述各方之间

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誉衡国际 

（1）誉衡国际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成立日期 2006 年 3 月 16 日 

注册地址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已发行股份数 10,000 

每股面值 1 美元 

主要股东 朱吉满、白莉惠夫妇合计持有誉衡国际 90%股权 

（2）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及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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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吉满 男 中国 否 董事 

朱吉满先生在其他公司的主要任职情况：誉衡药业董事长、贵州信邦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哈尔滨蒲公英药业有限公司董事、深圳誉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 董事、陕西佰美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

朱李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等。 

    2、誉衡集团 

    （1）誉衡集团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科技创业中心南岗 26 号楼红旗大街 180 号

532 室 

法定代表人 白莉惠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组织机构代码 91230199665661516L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07 年 9 月 28 日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 

经营期限 长期 

主要股东 朱吉满、白莉惠夫妇合计持有 87.61%股权 

（2）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及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任职情况 

白莉惠 女 中国 否 董事长 

朱吉满 男 中国 否 董事 

王东绪 男 中国 否 董事、总经理 

朱吉满先生在其他公司的主要任职情况见本报告书“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介绍/一/（二）/1/（2）”部分。 

白莉惠女士在其他公司的主要任职情况：北京誉满沁怡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上海懿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 

王东绪先生在其他公司的主要任职情况：誉衡药业董事、哈尔滨蒲公英药业有

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誉衡（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健康科技董事、哈尔滨誉

衡制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 

3、健康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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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科技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 

成立日期 2007 年 11 月 28 日 

地址 25/F, OTB Building, 160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K 

已发行股份 7,760,000 

法律地位 BODY CORPORATE 

股东 誉衡国际持有 100%股权 

（2）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及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任职情况 

朱吉满 男 中国 否 董事 

王东绪 男 中国 否 董事 

朱吉满先生在其他公司的主要任职情况见本报告书“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介绍/一/（二）/1/（2）”部分。 

王东绪先生在其他公司的主要任职情况见本报告书“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介绍/一/（二）/2/（2）”部分。 

3、朱吉满 

姓名 朱吉满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101041964******** 

住址 西安市莲湖区桃园南路 29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 B 区裕华路融慧园 28 号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住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姓名 白莉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101021965******** 

住址 西安市莲湖区桃园南路 29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 B 区裕华路融慧园 28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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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住权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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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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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简称与 

代码 

上市 

地点 

持股 

比例 
持股方式 

股份 

性质 

1 
贵州信邦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信邦制药

(002390) 
深交所 22.15% 

誉衡集团直接持有以及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西藏

誉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 

A 股流

通股 

除上述情形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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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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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原因和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自 2013 年 2 月 7 日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至今，由于信息披

露义务人自身资金需求以及涉及债务违约，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誉衡药业的股

票被出售及司法拍卖；另外，由于誉衡药业于 2014 年至 2015 年期间发行限制性股

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誉衡药业股票被动稀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在未来十二个月内

增持誉衡药业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 1持有的誉衡药业 6,200万股股票已于 2019年 10月 9日由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院再次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法院账户名：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sf.taobao.com/010/14）上予以拍卖，拍卖时间截至

2019 年 10月 29 日 10 时（延时的除外）；此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2 持有的誉衡药

业 8,600 万股股票此前由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9 月 29日 10 时至 2019

年 9月 30日 10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法院账户名：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法院主页网址：http://sf.taobao.com/law/027/03）进行公开拍卖，因无人出价

已流拍，但不排除被再次拍卖的可能性。因此，不排除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所持有誉衡药业股份比例再次降低的可能性。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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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誉衡集团、朱吉满控制的信托计划持有

誉衡药业权益变动情况如下表所述：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

后持股比例 
变动比例 

誉衡集团 44.63% 42.30% 2.33%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 17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0.33% 0.00% 0.33% 

誉衡国际 21.00% 14.14% 6.86% 

健康科技 2.50% 1.95% 0.55%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 16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53% 0% 1.53% 

合计 69.99% 58.39% 11.60% 

注：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 1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誉衡集团控制的信托计划；云南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 1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朱吉满先生控制的信托计划。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1、减持情况 

自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2013 年 2 月 7 日）至本报告书

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誉衡集团、朱吉满分别控制的信托计

划主动减持誉衡药业总股本的 1.89%，被动减持誉衡药业总股本的 6.71%，具体的

减持情况如下： 

减持主体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主动减持/

被动减持 

誉衡国际 

2014.02 1,316,813 0.47%
注 1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2014.07 206,000 0.07%
注 1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2018.08.15 6,896,796 0.31%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8.16 2,945,204 0.13%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8.20 851,900 0.04%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8.21 1,100,000 0.05%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8.22 1,290,000 0.06%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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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主体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主动减持/

被动减持 

2019.03.07 21,980,000 1.00%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9.06.05 14,003,277 0.64%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9.06.17 7,976,700 0.36%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9.09.20 61,700,000 2.81% 司法拍卖 被动减持 

合计 120,266,690 5.94% —— —— 

誉衡集团 

2018.06.04 1,900,000 0.09% 大宗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6.08 1,700,000 0.08%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8.13 246,000 0.01%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8.14 238,500 0.01%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8.15 819,523 0.04%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8.15 354,864 0.02%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8.15 230,700 0.01%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8.16 746,327 0.03%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8.16 210,100 0.01%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8.17 694,261 0.03%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8.17 195,400 0.01%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合计 7,335,675 0.34% ——  

健康科技 
2014.07 1,276,472 0.46%

注 1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合计 1,276,472 0.46% ——  

云南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盛

锦 17 号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018.09.17 1,585,200 0.07%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9.18 2,872,361 0.13%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9.19 418,600 0.02%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9.03.18 772,700 0.04%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9.03.20 799,991 0.04%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9.03.21 859,160 0.04%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合计 7,308,012 0.33% ——  

云南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盛

锦 16 号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018.02.07 14,140,095 0.64% 集中竞价交易 被动减持 

2018.09.14 6,872,312 0.31%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2018.12.20 640,000 0.03%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2019.02.28 850,000 0.04%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2019.03.01 1,150,000 0.05%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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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主体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主动减持/

被动减持 

2019.03.04 1,140,000 0.05%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2019.03.05 1,150,000 0.05%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2019.03.08 1,646,000 0.07%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2019.03.11 888,000 0.04%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2019.03.12 1,120,000 0.05%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2019.03.13 989,000 0.04%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2019.03.14 403,900 0.02%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2019.03.15 1,123,600 0.05%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2019.03.19 1,515,032 0.07% 集中竞价交易 主动减持 

合计 33,627,939 1.53% —— —— 

注 1：按照当时誉衡药业总股本计算。 

2、被动稀释情况 

2014 年 10 月，誉衡药业向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 31,890,250 股，授予

完成后，誉衡药业总股本由 700,000,000 股增加至 731,890,250 股。本次授予前，誉

衡集团持有誉衡药业 312,375,000 股，占誉衡药业总股本的 44.63%；誉衡国际持有

誉衡药业 143,192,968 股，持股比例为 20.46%；健康科技持有誉衡药业 14,301,533

股，持股比例为 2.04%。受新增股份影响，誉衡集团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42.68%，

减少比例为 1.95%；誉衡国际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19.56%，减少比例为 0.90%；健

康科技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1.95%，减少比例为 0.09%。 

2015 年 10 月，誉衡药业向预留部分激励对象授予 1,119,250 股，授予完成后，

誉衡药业总股本由 731,890,250 股增加至 733,009,500 股。受新增股份影响，誉衡集

团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42.62%，减少比例为 0.06%；誉衡国际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至 19.53%，减少比例为 0.03%。健康科技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较少，不足 0.01%。 

综上，因誉衡药业发行限制性股票，导致誉衡集团被动稀释股份比例合计

2.01%、誉衡国际被动稀释股份比例合计 0.93%、健康科技被动稀释股份比例合计

0.09%，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被稀释比例为 3.03%。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誉衡药业拥有权益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0 日，誉衡国际持有的 309,325,623 股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

态，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7%；持有的 254,056,904 股公司股份被法院司法冻结，冻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 10 页 

结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56%。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0 日，誉衡集团持有的誉衡药业股份权利受限情况如下：

誉衡集团持有的 929,789,325 股公司股份被法院司法冻结，冻结股数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42.30%；轮候冻结股数为 3,394,884,868 股，超过其实际直接持有公司的

股份数量。誉衡集团持有的 929,429,011 股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质押股数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2.28%。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0 日，健康国际持有的 42,900,000 股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

态，占公司总股本的 1.95%。 

截至2019年10月10日，朱吉满持有的9,967,500股公司股份被法院司法冻结，

冻结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5%；朱吉满持有的公司股份未质押。 

四、与股份锁定相关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誉衡集团、誉衡国际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誉衡药业股份，

也不由誉衡药业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健康科技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誉衡药业股份，也不由誉衡药

业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朱吉满及一致行动人白莉惠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誉衡集团和誉衡国际的股份，也不由誉衡集团和誉衡国际回购该部分股份。在上

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管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誉衡集团、誉衡国际、健康科技于 2013 年 2 月 7 日承诺：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予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朱吉满作为誉衡药业 2014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

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承诺：所获股票自授予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誉衡集团、誉衡国际、健康科技、朱吉满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承诺：自《关于

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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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誉衡药业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证券

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誉衡药业股票的行为已在本报告书“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二）”部分进行披露，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其他在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誉衡药业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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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

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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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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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证照及董事、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深交所，以供投资者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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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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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HE NG I NT ER NATI ONAL I NVES T M E NTS C ORP ORAT I ON（盖章） 

董事：朱吉满（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白莉惠（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ORI E NTAL  KE YS T ONE I NVES T M E NT LI M I T E D（盖章） 

董事：朱吉满（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朱吉满（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白莉惠（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19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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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 

股票简称 誉衡药业 股票代码 00243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YU HE NG I NTE R NATI ONAL  

INVE ST M E NT S 

C ORP OR ATI ON 、哈尔滨誉

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

朱吉满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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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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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被动稀释）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

露义务人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誉衡国际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比例：21% 

 

誉衡集团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比例：44.63%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比例：0.33%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运晟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比例：0.12% 

 

健康科技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比例：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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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吉满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比例：0.45%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1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比例：1.5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誉衡国际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310,835,027股，持股比例：14.14% 

变动比例：6.86% 

 

誉衡集团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929,789,325股，持股比例：42.30% 

变动比例：2.33%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持股数量：0股，持股比例：0% 

变动比例：0.33%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运晟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2,719,700股，持股比例：0.12% 

变动比例：0% 

 

健康科技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2,904,599股，持股比例：1.95% 

变动比例：0.55% 

 

朱吉满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9,967,500股，持股比例：0.45% 

变动比例：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1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持股数量：0股，持股比例：0% 

变动比例：1.53%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截至2019年10月9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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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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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章页） 
 

 

 

YU HE NG I NT ER NATI ONAL I NVES T M E NTS  C ORP ORAT I ON（盖章） 

董事：朱吉满（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白莉惠（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ORI E NTAL  KE YS T ONE I NVES T M E NT LI M I T E D（盖章） 

董事：朱吉满（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朱吉满（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白莉惠（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19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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