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636

证券简称：同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0-022

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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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
份，数量为33,081,0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87%。
2、本次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6,774,583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8.37%。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3月31日（星期二）。
一、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345号）核准，江
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同和药业”）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万股，发行价格为14.47元/
股。同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7】208号）批准，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2017年3月3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60,000,000股，发行后总股
本为80,000,000股。
2017年7月31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2017年8月2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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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2017年8月21
日为授予日，向82名激励对象授予129.8万股限制性股票。2017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发布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总股本由 8,000 万股变更为
8,129.8 万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8,129.8
万元。
2018年4月1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2018年5月10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胡
六根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17.92元/股。2018年6月26日，公司发布了《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
后，总股本由8,129.8万股变更为8,129.15万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129.8万元变更为人民币8,129.15万元。
2018年7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确定以2018年7月12
日为授予日，授予价格为11.49元/股，向3名激励对象授予10.35万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2018年12月17日，公司发布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总
股 本 由 8,129.15 万 股 变 更 为 8,139.5 万 股 ， 注 册 资 本 由 人 民 币
8,129.15万元变更为人民币8,139.5万元。
2019年3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9年5月15日，公
司召开了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已离职的原激励对象熊红玉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8,400股限制性股票及因公司业绩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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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35,6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2019年5月31日，公司发布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
业执照的公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总股本由
8,139.5万股变更为8,095.1万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139.5万元变
更为人民币8,095.1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80,951,000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
的股份数量为33,644,631股（其中包括股权激励限售股563,5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1.56%；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7,306,36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8.44%。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情况如下：
承诺方

承诺类
承诺内容
型

庞正伟

承诺时 承诺期 履行情
间

限

况

1、在同和药业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锁定期
"）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
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同和药业股份扣除公开发售
后（如有）的部分，也不由同和药业回购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同和药业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2、若同和药业上市后 6 个月内同和药业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同和药业上市后 6 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本人承诺的股票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
2017 年 2020 年
股份限 月。在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下，本人仍将忠实
正常履
03 月 31 03 月 30
售承诺 履行上述承诺。3、于本人担任同和药业董事或高
行中
日
日
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同和药业股份
不超过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自同和药
业离职，则本人自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
持有的同和药业股份。本人如在同和药业上市之
日起 6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人直接持有的同和药业股份，
如在同和药业上市之日起第 7 个月至第 12 个月之
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本人直接持有的同和药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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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同和药业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锁定期
"）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于本次发
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同和药业股份扣除公开发
售后（如有）的部分，也不由同和药业回购本公
2017 年 2020 年
丰隆实业有 股份限 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同和药业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正常履
03 月 31 03 月 30
限公司
售承诺 发行的股份。2、若同和药业上市后 6 个月内同和
行中
日
日
药业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同和药业上市后 6 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人承诺的股票锁定期限将自动延
长 6 个月。
1、在同和药业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锁定期
"）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
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同和药业股份，也不由同和
奉新驰骋投
药业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 2017 年 2020 年
资合伙企业 股份限
正常履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2、若同和药业上市后 03 月 31 03 月 30
（有限合 售承诺
行中
6 个月内同和药业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日
日
伙）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同和药业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承诺的股票锁定
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庞正伟

1、若本人于本人承诺的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
减持同和药业股票，股票减持的价格应不低于同
和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价"）
。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2、
若本人所持同和药业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
行减持的，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内减持不超过所持
有股票的 20%，锁定期满后第二年内减持不超过所 2017 年 2022 年
股份减
正常履
持有股票的 20%。3、若本人实施上述减持行为， 03 月 31 03 月 30
持承诺
行中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同和药业股票
日
日
时以如下方式进行：
（1）持有公司的股票预计未
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
所持股份；
（2）持有公司的股票预计未来一个月
内公开出售的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通
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1、若本公司于本公司承诺的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
年内减持同和药业股票，股票减持的价格应不低
于同和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价
"）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2017 年 2022 年
丰隆实业有 股份减
正常履
2、若本公司所持同和药业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03 月 31 03 月 30
限公司
持承诺
行中
内进行减持的，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内减持不超过
日
日
所持有股票的 20%；锁定期满后第二年内减持不超
过所持有股票的 20%。3、若本公司实施上述减持
行为，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同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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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股票时以如下方式进行：
（1）持有公司的股票
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转让所持股份；
（2）持有公司的股票预计未来
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
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
份。
1、若本企业于本企业承诺的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
年内减持同和药业股票，股票减持的价格应不低
于同和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价
"）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2、若企业所持同和药业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进行减持的，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内减持不超过所
奉新驰骋投
持有股票的 20%，锁定期满后第二年内减持不超过 2017 年 2022 年
资合伙企业 股份减
正常履
所持有股票的 20%。3、若本企业实施上述减持行 03 月 31 03 月 30
（有限合 持承诺
行中
为，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同和药业
日
日
伙）
股票时以如下方式进行：
（1）持有公司的股票预
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转让所持股份；
（2）持有公司的股票预计未来一
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的，
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除上述承诺外，无后续追加承
诺。
3、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
述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3月31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3,081,0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87%，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6,774,583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8.3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3名，庞正伟先生为自然人
股东，丰隆实业有限公司、奉新驰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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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股东。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本次解除限售

本次实际可上

数量

市流通数量

15,081,081

15,081,081

3,174,584

注1

15,081,081

15,081,081

3,016,216

注2

奉新驰骋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918,919

2,918,919

583,783

注3

合计

33,081,081

33,081,081

6,774,583

序号

股东名称

1
2

3

庞正伟
丰隆实业有
限公司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备注

注1：股东庞正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根据其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每年 减持 公司股 票 不超过 所持 有股票 的 20%，以 其目 前所 持公司股份
15,872,921股为基数（庞正伟先生在2018年9月7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791,840股），其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为3,174,584股。截至本公
告日，庞正伟先生所持股份中9,449,999股处于质押状态，未质押股份数量为
6,422,922股。根据其承诺20%数量与未质押股份数量孰低原则，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股份数量为3,174,584股。
前述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解除质押后，其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须严格遵守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监高与其承诺所持股份转让的相关
规定。
注2：股东丰隆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其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每年 减持 公司股 票不超过 所持 有股票 的 20%，以 其目 前所 持公司股份
15,081,081股为基数，其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为3,016,216股。截至本公告
日，丰隆实业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中10,55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未质押股份数量
为4,531,081股。根据其承诺20%数量与未质押股份数量孰低原则，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份数量为3,016,216股。
前述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解除质押后，其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须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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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承诺执行。
注3：根据股东奉新驰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每年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所持有股票的20%，以其目前所持公司股份2,918,919
股为基数，其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为583,783股。

5、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
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认为：同和药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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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同和药业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
履行了发行前所做出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同和药业与
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国金证券对同和药
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 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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