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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誉衡药业 

股票代码：002437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东源投资财富 5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通东大街远洋万和公馆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增加(通过司法拍卖) 

 

 

签署日期：二零二三年一月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 2 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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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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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的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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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或减少其在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并未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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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

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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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指 

指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誉衡药业 
指 

指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437.SZ，股票简

称：誉衡药业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源

投资 

指 

指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指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代“东源投资财

富 5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拍卖方式取得誉衡集团持有的

誉衡药业 149,326,597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79%。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 

《准则 15 号》 
指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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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 16 号》 
指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 

注：本报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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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东源投资财富 5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成义 

注册资本 150,000,000 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000578301010B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 年 06 月 28 日 

经营期限 2011 年 06 月 2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

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

规定办理） 

注册地址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汇智北道与汇智环路交口处东南侧智空间广场一期 4 号

楼 06层 9室 31 号 

联系方式 +86-010-8478270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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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苏州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太仓对外贸易公司，创立于 1980年 1月， 2000

年改制并组建成立苏州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现下设国际

贸易、产业地产、金融投资三个专业子集团，28个三级子公司，初步发展成为集国

际贸易、产业地产、金融投资三大板块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综合型企业集团，是

中国现代服务业 500 强企业、江苏省优秀企业和名牌企业、江苏省现代服务业百强

企业和苏州市现代服务业 10强企业。 

国际贸易板块。苏州国信贸易集团组建于 2011年 4月，投资 7家进出口公司与

相关产业。主要业务范围包括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进出口业

务咨询、贸易咨询服务；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

及有关咨询服务等。 

产业地产板块。苏州国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于 2011年 4月，建设集团以房

地产开发为主业，注册资本 1.1 亿元，具有 2 级开发资质。建设集团投资 7 家子公

司及相关产业，主要业务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产业园建设招商、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室内装饰装潢工程设计与施工、绿化工程设计、幕墙装饰工程设计、项

目投资、房地产中介服务、投资咨询与管理等。 

金融投资板块。投资相关产业主营业务涵盖金融投资及股权投资；高新技术企

业、成长型企业或拟上市企业的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金融外包服务及金融后台服

务；资本经营和投融资管理相关咨询服务等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资产管理和投资咨询等业务的综合性投资管理机构。 

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资产总计 16434.92 13166.59 12235.43 

负债总计 989.79 529.77 736.84 

所有者的权益 15445.13 12636.82 11498.59 

营业收入 5103.19 2022.97 2099.92 

净利润 2808.30 1138.23 14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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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收益率 18% 9% 12% 

资产负债率  6% 4% 6%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和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亦未涉及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公司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杨成义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时建明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卜聪良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王雪涛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徐金蓉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蒲刚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王超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姜建农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中国 否 

胡伟锋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赵宇鸣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王海丽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张雪永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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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拥有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七、信息披露义人务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两年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

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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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批准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誉衡集团管理人于 2023 年 1 月 27日 10 时至 2023 年 1月 28 日 10 时止（延时

除外）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上公开拍卖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

衡集团”）持有的誉衡药业 706,248,522股股票。 

受“东源投资财富 5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委托，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并最终竞拍取得誉衡集团持有的誉衡药业 149,326,597 股股票。

“东源投资财富 5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系由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管理，本次拍卖的最终买受人是“东源投资财富 5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本次拍卖过程产生的费用也由“东源投资财富 5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承

担。 

根据监管规定要求，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东

源投资财富 5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取得上述誉衡药业股份后，将持有上市公司

6.79%股份，触发履行本次权益变动披露义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所涉的誉衡药业 149,326,597 股股票尚未过户至

“东源投资财富 5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名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如未

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发生变化，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决策及批准程序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公司内部决策机制对进行本次投资履行了内部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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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誉衡药业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东源投资财富 5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将持有誉衡药业 149,326,597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6.79%，成为持股比例

超过 5%的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 149,326,597 股股票尚未过户至“东源投资财富 5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名下。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过程 

本次权益变动过程大致如下： 

誉衡药业控股股东誉衡集团的管理人于 2023年 1 月 27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 月

28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处置单位：誉衡集团管理人，

监督单位：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网址：https://auction.jd.com/bankrupt.html）

第二次公开拍卖誉衡集团持有的公司全部 706,248,522 股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东源投资财富 5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委托，通过京东

拍卖破产强清平台竞得誉衡药业 149,326,597股股票，占总股本比例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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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竞拍的誉衡药业 149,326,597 股股份网络竞拍成交价格为

人民币 264,582,837.63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通过京东平台，将拍卖保证金人民币

39,687,425.64 元支付至誉衡集团管理人及京东平台指定的银行账户，并计划按照

誉衡集团管理人的要求（七个工作日）将本次竞拍价款的尾款全部转入指定银行账

户。 

本次支付拍卖款项的资金均来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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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 

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及资产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或整合的计划。若上市公司在未来拟进行主营业务

调整，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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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

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或上市公司

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明确重组计划。若今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明确提出有关计划或

建议，将严格按照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更换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为了上市公司的未来稳定发

展，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

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

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

大变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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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做出重大 

调整的计划。如果根据相关监管机构的要求或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 

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 

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

重大影响的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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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 

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上市公司独立经营的能力不会受到 

影响，上市公司在人员、财务、机构、资产及业务方面将继续保持独立。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誉衡药业的主营业务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三、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后续

如发生关联交易，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则指引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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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代表“东源投资财富 5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没有进行过以下交易： 

1、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过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的资产交易或者

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前述交易按累

计金额计算）； 

2、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过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3、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

他任何类似情况； 

4、除本报告书所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

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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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拍卖发生日 2023年 1月 28 日）前六个

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买卖上

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拍卖发生日 2023年 1月 28 日）前六个

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

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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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9 年至 2021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苏州

安信分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报告，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

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一、资产负债表 

2019年 

资产 期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2,359,630.5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66,113.47 

预付款项 100,000.00 

其他应收款 502,486.39 

其他应收款 502,486.39 

流动资产合计 13,228,230.3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8,763,531.45 

长期股权投资 14,644,634.85 

固定资产 1,708,333.73 

长期待摊费用 14,009,607.15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9,126,107.18 

资产总计 122,354,337.54 

流动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445,036.61 

应交税费 4,762,022.73 

其他应付款 2,161,308.26 

流动负债合计 7,368,367.60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 7,368,367.60 

合伙人权益：  

合伙人资本 150,000,000.00 

资本公积 15,828,345.26 

未分配利润 -50,842,375.3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14,985,969.9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2,354,3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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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资产 期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179,070.97 

预付款项 100,000.00 

其他应收款 424,823.60 

其他应收款 424,823.60 

流动资产合计 19,703,894.5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7,760,472.35 

长期股权投资 63,620,466.40 

固定资产 1,240,403.85 

长期待摊费用 9,340,640.3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1,961,982.90 

资产总计 131,665,877.47 

流动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440,096.28 

应交税费 3,880,791.43 

其他应付款 976,744.72 

流动负债合计 5,297,632.43 

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 5,297,632.43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50,000,000.00 

资本公积 15,828,345.26 

未分配利润 -39,460,100.2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6,368,245.0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31,665,877.47 

2021 年 

资产 期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23,014.25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151,337.27 

其他应收款 50,588,541.44 

流动资产合计 62,962,892.96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13,892,736.2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8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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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817,012.77 

长期待摊费用 4,676,589.9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1,386,339.03 

资产总计 164,349,231.99 

流动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473,285.38 

应交税费 9,338,487.57 

其他应付款 86,164.94 

流动负债合计 9,897,937.89 

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9,897,937.8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股本） 150,000,000.00 

资本公积 15,828,345.26 

未分配利润 -11,377,051.1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54,451,294.1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64,349,231.99 

 

二、利润表 

2019年 

项目 本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20,999,221.55 

投资管理业务收入 16,999,706.65 

其他业务收入 891,796.3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1,113.4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096,605.05 

二、营业总成本 8,713,448.34 

税金及附加 835.25 

业务及管理费 8,822,418.61 

财务费用 -163,179.15 

资产减值损失 53,373.6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2,285,773.21 

加：营业外收入 6,699,828.40 

减：营业外支出 5,285.8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8,980,315.81 

减：所得税费用 4,692,634.1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4,287,681.65 

六、其他综合收益  -    

七、综合收益总额 14,287,6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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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项目 本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20,229,704.97 

投资管理业务收入 11,040,956.14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9,188,748.83 

二、营业总成本 7,079,842.32 

税金及附加 71,184.45 

业务及管理费 7,388,211.50 

财务费用 -379,553.63 

加：其他收益 2,300.08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3,152,162.73 

加：营业外收入 2,003,277.4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155,440.21 

减：所得税费用 3,773,165.1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382,275.10 

六、其他综合收益  -    

七、综合收益总额 11,382,275.10 

 

2021年 

项目 本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51,031,970.73 

投资管理业务收入 48,940,131.9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0.01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091,838.83 

二、营业总成本 13,679,518.99 

其他业务支出  

税金及附加 357,225.70 

业务及管理费 13,321,570.20 

财务费用 723.09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3,453.17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7,352,451.74 

加：营业外收入 2,069.98 

减：营业外支出 161.1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7,354,360.62 

减：所得税费用 9,271,311.5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8,083,0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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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28,083,049.06 

 

三、现金流量表 

2019年 

项目 本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提供投资管理服务收到的现金 19,364,613.56 

金融资产和投资净减少额  -    

持有、处置金融资产和投资取得的现金 3,096,605.05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其他与投资管理有关的现金 58,715,429.7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1,176,648.33 

金融资产和投资净增加额 22,373,128.3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566,874.90 

支付的各项税费 678,206.43 

支付其他与投资管理有关的现金 47,157,576.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1,775,785.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00,862.7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351,500.59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1,500.5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62,701.04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2,701.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799.5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689,6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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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69,968.2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359,630.50 

 

2020年 

项目 本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提供投资管理服务收到的现金 11,706,426.05 

金融资产和投资净减少额  -    

持有、处置金融资产和投资取得的现金 9,188,748.83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其他与投资管理有关的现金 2,465,265.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360,440.51 

金融资产和投资净增加额 7,706,658.9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02,485.84 

支付的各项税费 5,377,979.66 

支付其他与投资管理有关的现金 1,853,875.5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541,000.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19,440.4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819,440.4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359,630.5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179,07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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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项目 本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提供投资管理服务收到的现金 51,879,951.61 

金融资产和投资净减少额  

持有、处置金融资产和投资取得的现金 2,056,739.8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投资管理有关的现金 110,141.6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4,046,833.10 

金融资产和投资净增加额 37,990,066.6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273,281.60 

支付的各项税费 6,872,418.78 

支付其他与投资管理有关的现金 6,466,324.5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4,602,091.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258.3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55,258.3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78,272.6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3,014.25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 23 页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中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以下情况：（1）负

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2）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

市场失信行为；（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

公司股份的其他情形；除已披露的处罚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3 年并无其他

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

大事项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其

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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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3、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

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该上市公司股份的说明； 

4、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日前 24个月内

未发生交易的说明； 

5、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6、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审计报告； 

7、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1、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通东大街远洋万和公馆 

此外，投资者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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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

页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杨成义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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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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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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杨成义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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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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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源（天津）股权投

资 基 金 管 理 股 份 有

限公司（代表“东源

投资财富 5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天 津 市 东 丽 区 东 丽 湖 汇 智 北

道 与 汇 智 环 路 交 口 处 东 南 侧

智空间广场一期 4 号楼 06 层

9 室 31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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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次权益变动

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管理的“东源投资

财富 5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将成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

股 5%以上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境内外两个以

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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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拍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种类：A股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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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种类：A 股 

变动数量：149,326,597 股 

变动比例：6.79% 

与 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否 

与 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否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否□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否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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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  

签署页）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杨成义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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