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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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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22 日，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莱美药

业”）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

询函〔2020〕第 1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针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

和关注事项，公司现对《问询函》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截至目前，邱宇及其一致行动人邱炜、西藏莱美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所

持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且存在高比例质押。请公司结合邱宇所持股份被司法

冻结、质押等，补充披露本次表决权委托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本次表决权委托

及控制权变更是否需要征求邱宇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债权人沟通同意，是否

存在其他法律风险。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结合邱宇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质押等，补充披露本次表决权委托的必

要性与合理性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司法冻结、质押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邱宇持有的公司 184,340,000 股股份

处于被质押状态，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99.91%，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0%；邱

宇持有的公司 184,497,185 股股份处于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状态，占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1%。 

（2）本次表决权委托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邱宇所持股份处于质押及司法冻结状态，为

尽快引入国资战略投资方促进公司经营稳定和持续增长，邱宇与广西梧州中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正式签署了《表决

权委托协议》，邱宇将其直接持有莱美药业的全部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独家且不



可撤销地委托中恒集团行使。《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

更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西国资

委”）。 

①有利于为公司引入优质资源，优化公司授信及融资条件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邱宇与中恒集团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中恒集团承诺《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完成后 3 个月内积极为公司引入优质资源，

以优化公司授信及融资条件，促进公司现金流稳定。《表决权委托协议》正式生

效后，公司在进行融资授信过程中，若金融机构需要中恒集团提供担保，中恒集

团也将视情况予以配合。中恒集团已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向公司提供了 8,000 万

元财务资助。同时，中恒集团承诺将在表决权委托生效后 18 个月内，在一定价

格区间内投资 10 亿元通过多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参与公司定增、参与司法拍卖

等多种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②有利于公司借助中恒集团相关资源，实现战略目标 

本次通过表决权委托引入中恒集团，未来双方将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进行深

度合作，中恒集团拟将公司作为中恒集团体系内创新生物医药技术和产品的开发、

生产、销售平台，公司将借助中恒集团相关产业和金融资源，以抗肿瘤、消化道、

抗感染等优势细分领域为基础，打造甲状腺疾病领域头部企业。 

因此，本次通过表决权委托方式引入中恒集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通过本

次表决权委托有利于公司现金流稳定，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和促进公司

经营稳定，有利于公司后续健康持续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2、本次表决权委托及控制权变更是否需要征求邱宇、西藏莱美医药投资有

限公司及邱炜的主要债权人沟通同意 

公司通过电话及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邱宇、西藏莱美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藏莱美”）、邱炜提供的主要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进行了核实，邱

宇及西藏莱美签署的主要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中，邱宇为西藏莱美向中国进出口

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股票质押合同中涉及本次表决权委托需要与债权人沟通征

求同意的条款，公司和邱宇已就本次表决权委托及控制权变更事项与中国进出口

银行进行沟通，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中国进出口银行未就本次表决权委托及控制

权变更提出异议。根据邱宇、西藏莱美及邱炜的确认，除此之外，本次表决权委



托及控制权变更事项不存在需要征得邱宇、西藏莱美及邱炜主要债权人同意的情

形。 

3、其他相关法律风险及解决措施 

鉴于本次表决权委托对应的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宇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被冻结，

如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宇未能采取措施偿还对债权人的债务，表决权委托对应股份

存在被法院强制执行的风险，中恒集团仅能就强制执行后的剩余股份行使表决权。 

针对上述情形，根据邱宇与中恒集团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若出

现邱宇股份被强制司法拍卖的情形，中恒集团将在一定价格区间内通过参与司法

拍卖的方式以巩固其控制权。此外，若后续出现影响中恒集团控制权的情形，中

恒集团也将继续追加对公司股份投资以实现其控制权的稳定。 

4、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邱宇将其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

委托给中恒集团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公司和邱宇已就本次表决权委托及控制权

变更事项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进行沟通，截止目前，中国进出口银行未就本次表决

权委托及控制权变更提出异议，除此之外，本次表决权委托及控制权变更事项不

存在需要征得邱宇、西藏莱美及邱炜主要债权人同意的情形；表决权委托对应股

份存在被强制执行进而导致表决权委托对应股份数减少的风险。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认定，中恒集团、邱宇不

构成一致行动人。请公司补充披露认定中恒集团、邱宇不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原

因，是否存在规避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形。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中恒集团、邱宇不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原因 

1）中恒集团与邱宇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中恒集团与邱宇不存在达成或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形，不存在通过协议等

其他安排与对方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莱美药业股份表决权数量的情形，双方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表决权委托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



双方共同扩大所能够支配莱美药业股份表决权数量的安排。 

2）中恒集团与邱宇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

定的一致行动情形 

中恒集团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

具日，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恒集团 25.54%的股份，为中恒集团的控股

股东，中恒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广西国资委。 

公司逐条比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说明如下：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三条第二款 

中恒集团和邱宇是否存在相关情形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否（中恒集团控股股东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广西国资委，邱宇与中

恒集团之间不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否（邱宇为自然人，不存在与中恒集团受同

一主体控制的情形）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否（邱宇为自然人，不存在该情形）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

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否（邱宇未参股中恒集团）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

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 

否（邱宇未就中恒集团取得股份提供融资安

排）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

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否（中恒集团和邱宇之间不存在合伙、合作、

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否（邱宇未持有中恒集团股份）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否（邱宇未在中恒集团任职董事、监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

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

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否（邱宇相关亲属未持有中恒集团股份，亦

未在中恒集团任职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

份； 

否（中恒集团不属于自然人，不适用本项第

一种情形；邱宇及相关亲属未直接或间接控

制中恒集团，不存在本项第二种情形）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否（中恒集团与邱宇之间不存在该情形）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否（中恒集团和邱宇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 

如前所述，中恒集团和邱宇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的一致行动情形。 

2、本次表决权委托是否存在规避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

券交易，收购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时，继续



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进行，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

中拥有的权益，包括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和虽未登记在其名下但该投资者可以实

际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应当

合并计算。” 

如前所述，中恒集团和邱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因此无论是中恒集团还是

邱宇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均未超过 30%，均未达到《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所规定的需要进行要约收购的情形。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中恒集团和邱宇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情形，无一致行动安排，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本次表决权委托不存在规避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形。 

三、中恒集团 2019 年 12 月 29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增持公司股票的

议案，增持金额不低于 3,000 万元、不超过 3.5 亿元，增持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 12 个月内。中恒集团在此次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时，还承诺于本次表

决权委托协议生效后 18 个月内，在公司股价不低于 2.1 元/股，不高于 9 元/股的

前提下，通过多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增持，协议转让、司法拍卖、

参与定增）增加投资公司股票，投资金额为 10 亿元。请公司结合中恒集团财务

状况，补充披露中恒集团增持公司股票资金来源、资金安排，核实说明增持计

划的可行性。如为自筹资金，请补充披露拟自筹资金金额、可能产生的资金成

本、融资期限、抵押或担保物等具体情况。 

【回复】 

1、中恒集团增持莱美药业股票的资金来源及安排 

中恒集团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增持公司股票的议案，中

恒集团拟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票，该

增持资金为中恒集团自有资金，增持公司金额不低于 3,000 万元、不超过 3.5 亿

元。 

根据中恒集团与公司控股股东邱宇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中恒集团承

诺于《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后 18 个月内，在公司股价不低于 2.1 元/股，不高



于 9 元/股的前提下，通过多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增持，协议转让、

司法拍卖、参与定增）增加投资公司股票，投资金额为 10 亿元。该部分增持资

金拟为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自筹资金。 

目前中恒集团经营状况稳定，财务状况良好，货币资金充足且具备较强的盈

利水平，具有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实力。中恒集团结合自身经营和市场情况，未

来不排除通过启动融资计划方式取得的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票。鉴于中恒集团目

前尚无具体的融资计划，筹资金额、筹资方式、资金成本、融资期限、抵押或担

保物等情况尚无法确定。 

此外，中恒集团承诺，未来增持莱美药业股票的资金不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

莱美药业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不来源于与莱美药业对公司资产处置中或者其他

交易取得的资金，亦不会利用已增持的莱美药业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

融资。 

2、中恒集团增持莱美药业股票的可行性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恒集团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 29.35 亿元，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中恒集团平均每年实现的营业收入约为 23 亿元，净利润约为

5.69 亿元。中恒集团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1-9 月的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9月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总资产 772,208.75 723,974.34 686,359.16 648,946.18 

总负债 147,343.44 130,958.39 126,687.27 116,402.52 

资产负债率 19.08% 18.09% 18.46% 17.94% 

货币资金 293,508.79 236,032.91 170,064.06 230,645.66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4,021.12 85,339.99 89,321.44 149,562.18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275,177.81 329,876.53 204,770.93 167,006.20 

净利润 57,721.76 61,336.45 60,490.95 48,932.83 



中恒集团具备持续稳定的经营性收入，资产负债率较低，经营性现金流稳定，

货币资金充足，能满足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需求，本次中恒集团增持公司股票具

有可行性。 

四、根据中恒集团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恒集团在未来 12 个

月内没有改变莱美药业主营业务或者对其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没有

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莱美药业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

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不存在就莱美药业业务处置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请

公司结合中恒集团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目的与背景，以及中恒集团与公司存

在同业竞争情形，补充披露除《表决权委托协议》外，是否仍签订其他协议，

是否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与安排。 

【回复】 

1、本次中恒集团取得莱美药业控制权的目的与背景 

中恒集团核心产品为中药注射剂，有意在生物医药领域布局拓展。中恒集团

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后，中恒集团将公司作为其体系内创新生物医药技术和产品的

开发、生产、销售平台，提升中恒集团在生物医药行业的地位。根据中恒集团对

公司后续的战略定位，公司将集中核心资源围绕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以抗肿瘤、

消化道、抗感染等优势细分领域为基础，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在上述优势领域持

续开发个性化疗法、靶向肿瘤药物、“早诊断、 早治疗”等创新技术，打造甲状

腺疾病领域头部企业。 

2、中恒集团与莱美药业同业竞争情况 

1）莱美药业主营业务为医药制造，细分行业为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和化学

药品制剂药制造，主要产品包括抗感染类、特色专科类（主要包括抗肿瘤药、消

化系统药、肠外营养药）、大输液类，此外，莱美药业还有少量中成药及饮片类

产品。莱美药业最近三年各类产品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如下： 

产品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抗感染类 15.29% 28.15% 33.50% 



特色专科类 59.79% 47.11% 40.44% 

大输液类 9.76% 8.33% 10.86% 

中成药及饮片类 11.23% 10.39% 9.71% 

其他品种 2.96% 5.27% 3.42% 

2）中恒集团主营业务构成主要为心脑血管领域用药（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和血栓通注射液）、骨骼肌肉领域用药（中华跌打丸、中华跌打酒）、其他领域用

药（含妇产科领域用药，包括妇炎净胶囊、安胎丸、坤月安颗粒、路路通益母膏、

三七养血胶囊、调经种子丸、种子三达丸、蛇胆川贝液、清热镇咳糖浆等）、龟

苓膏等食品系列。中恒集团最近三年各类产品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如下： 

产品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心脑血管领域用药 90.96% 87.04% 83.92% 

骨骼肌肉领域用药 2.75% 2.59% 4.15% 

其他领域用药 1.82% 2.54% 6.56% 

龟苓膏等食品系列 3.35% 3.60% 5.72% 

3）中恒集团部分产品与莱美药业及子公司的产品成分、适应症相似，可能

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形，具体产品情况如下： 

序

号 

中恒集团品种 

中恒集团是否实

际生产销售 

莱美药业品种 

莱美药业是否实

际生产销售 

1 鸡骨草肝炎颗粒、乙肝扶正胶囊 无实际生产销售 肝速康胶囊 无实际生产销售 

2 牛黄清热散 无实际生产销售 抗病毒丸（浓缩丸） 实际生产销售 

3 肾炎安颗粒、肾炎安胶囊 

肾炎安胶囊 2016

年-2018年实际生

产销售，2019 年

无生产，少量销

肾苓颗粒 无实际生产销售 



售 

4 硫酸卡那霉素注射液 无实际生产销售 氟罗沙星葡萄糖注射液 实际生产销售 

5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无实际生产销售 诺氟沙星葡萄糖注射液 无实际生产销售 

6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注射用硫

酸阿米卡星、注射用头孢唑林

钠、氯霉素注射液、注射用乳糖

酸红霉素 

无实际生产销售 

乳酸环丙沙星氯化钠注

射液 

无实际生产销售 

7 注射用头孢拉定 无实际生产销售 

乳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

注射液 

实际生产销售 

8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无实际生产销售 盐酸克林霉素注射液 实际生产销售 

9 注射用硫酸阿米卡星 无实际生产销售 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 

2016 年后无实际

生产销售 

10 注射用头孢唑林钠 无实际生产销售 

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

注射液 

实际生产销售 

11 

氯霉素注射液、注射用乳糖酸红

霉素、注射用头 孢拉定 

无实际生产销售 注射用氨曲南 实际生产销售 

12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无实际生产销售 甲磺酸培氟沙星注射液 无实际生产销售 

13 硫酸卡那霉素注射液 无实际生产销售 阿奇霉素葡萄糖注射液 无实际生产销售 

14 去水卫矛醇注射液 无实际生产销售 注射用福美坦 

2016 年后无实际

生产销售 

上述可能存在同业竞争的产品清单中存在双方取得《药品注册批件》但未实

际生产和销售的情形，实际生产销售品种近年来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产品归属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肾炎安胶囊 中恒集团 0.01 198.95 145.81 278.45 

抗病毒丸（浓缩丸） 

莱美药业 

2,32.834 270.98 301.35 202.84 

乳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463.41 344.85 314.53 4,25.23 

盐酸克林霉素注射液 8,431.64 8,620.17 4,893.22 2,282.05 

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 -- -- -- 13.58 

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1,063.12 1,925.12 1,442.92 1,058.8,8 

注射用氨曲南 1,170.94 1,709.84 1,987.17 2,658.91 

注射用福美坦 -- -- -- 19.31 

（上述产品 2019 年销售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上表，中恒集团拥有《药品注册批件》的与公司相关产品构成同业竞争

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中，除肾炎安胶囊在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少量销售外，

其他产品均未实际生产销售；公司拥有《药品注册批件》的与中恒集团相关产品

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中，抗病毒丸（浓缩丸）、乳酸左氧氟沙星

氯化钠注射液、盐酸克林霉素注射液、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和注射用氨

曲南在 2018 年度合计销售额为 12,870.96 万元，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8.24%，2019 年度上述产品合计销售额为 11,129.11 万元，占比总体较低，其他

产品均未实际生产销售。综上所述，公司与中恒集团因成份、适应症相似导致同

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问题的相关产品，占公司与中恒集团总体业务的比重均较

小，不构成重大影响。 

3、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和安排 

为避免中恒集团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产生同业竞争，集中核心资源围绕公司

战略发展规划，以抗肿瘤、消化道、抗感染等优势细分领域为基础，打造甲状腺

疾病领域头部企业，公司拟对可能产生同业竞争问题以及不符合未来战略规划的

子公司进行处置，包括公司持有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成都金星健康药业有限

公司、四川禾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含其子公司）、重庆莱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重庆莱美金鼠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股权。本次资产处置事项已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关于公司资产处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本次拟处置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2019年净利润 2018 年度净利润 

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 100% 
大输液、治疗

性输液 
-26,298,385.71 -27,680,051.13 

成都金星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90% 生物制剂 -31,150,537.69 -25,719,709.36 

四川禾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00% 中成药 5,008,308.02 4,910,513.44 

重庆莱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60% 
大健康保健食

品 
-6,830,142.04 -6,422,721.85 

重庆莱美金鼠中药饮片 70% 中药饮片 -5,486,872.52 5,157,906.30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计，2019

年度财务数据系专项审计结果，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为准） 

此外，中恒集团就避免与莱美药业及其控制的企业产生同业竞争事宜做出如

下承诺: 

“1)本公司与莱美药业本部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部分医药产品存在同业竞争的

情况，本公司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五年内，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托管、资产转让、

一方停止相关业务、调整产品结构、设立合资公司等方式予以解决。 

2）除上述需要解决的同业竞争外，在本公司控制莱美药业期间，本公司将

依法采取必要及可能的措施避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再发生与莱美

药业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与莱美药业主要产品构成实质性同

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本公司将书面通知莱美药业，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新业务

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莱美药业或其控股企业，但与莱美药

业的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不构成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少数股权财务性投资商



业机会除外。若莱美药业决定不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或者在收到本公司的通知

后 30 日内未就是否接受该新业务机会通知本公司，则应视为莱美药业已放弃该

等新业务机会，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可自行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并自

行从事、经营该等新业务。 

若监管机构认为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上述业务与莱美药

业的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莱美药业及其控制的企业拟从事上述业务的，本公

司将采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转让、委托经营、委托管理、租赁、

承包等方式）进行解决。 

4）上述承诺于本公司对莱美药业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如因本公司未

履行上述承诺而给莱美药业造成损失，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除《表决权委托协议》外，是否仍签订其他协议，是否需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除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宇与中恒集团已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宇与中恒集团已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外，公司、公司

实际控制人与中恒集团未签订其他协议，不存在其他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未

披露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