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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张张东东铁铁路路首首趟趟电电力力机机车车开开行行
运能大幅提升，将推动鲁中平原、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

为更新、确认瑞阳制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最新
股东信息，全面掌握股东持股
情况，便于公司未来分配利润
及规范公司股份管理等需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主管部
门监管要求，公司拟对全体股
东持股情况进行核查与确认
(以下简称“股份确权”)，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要提示

1、本次核查仅用于本公
司核实和更新股东信息、保障
公司股东权益之目的。

2、请各位股东务必认真
阅读本核查公告，按照公告要
求提前预约，根据预约时间携
带完整、有效的证明文件前往
指定地点办理股份确权，未提
前预约，公司不予办理确权，
敬请各位股东注意。

3、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
须一次性办理确权，不接受分
次确权登记。

4、公司将在2018年10月15
日至2018年11月30日每日8:30-
15:30在公司职工食堂二楼(沂
源县城瑞阳路2号)为股东办理
股份确权，请股东按照公告要
求前往指定地点办理。

5、当事人之间就本公司
股份的权属存在或产生争议
的，请自行协商解决；如无法
协商一致的，以主管司法机关
的裁定为准。

6、如股东因未能提供完
整和有效证明文件、未知晓和
查阅本通知等原因，未能在本
次集中确权期间办理股份确

权的，在本次集中确权工作结
束后，合法拥有本公司股份的
股东仍可持完整、有效证明文
件前往股份托管机构办理确
权手续。公司将尽可能为股东
提供各项便利和协助，切实保
护股东合法权益。

7、股东本人原则上须亲
自前往确权现场进行股份确
权，特殊情况下可委托他人办
理。
二、办理对象

依法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全体股东。
三、办理内容

1、自然人股东，完善更新
股东姓名、身份证号码和持股
数量等信息。

2、非自然人股东，完善更
新股东名称、组织机构代码和
持股数量等信息。
四、办理时间、地点

1、集中受理材料地址：沂
源县城瑞阳路2号，瑞阳公司
职工食堂二楼。

2、受理材料时间：2018年
10月15日-11月30日，8:30-15：
30。
五、预约方式

股东可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reyoung.com/)或
通过瑞阳制药服务号微信
(REYOUNG_CN)、电话(0533-
3239087)进行预约。
六、须提供文件

1、身份证明文件。自然人
股东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
原件及一份A4复印件；非自然
人股东携带最新的营业执照

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团
法人登记证书等非自然人股
东登记证件的原件及A4复印
件一份、经办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身份证原件及A4复印件
一份。非自然人股东如有名称
变更、处于改制、破产、清算或
其他特殊情形的，还需提供工
商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文件。

如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需
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一
份A4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一份(委托书模板可在本公司
网站自行下载和填制)，如委托
人在海外定居或移民的，还需
提供经我国驻该地使领馆或
受托律师、公证处认证/见证
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2、合法拥有本公司股票
的证明文件。自然人股东及非
自然人股东需携带股权证(如
未收回)。

3、自然人股东携带本人
银行借记卡一张(仅限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
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及复印件
一张。

4、工作人员现场将自然
人股东信息录入系统，打印

《股东信息核查表(自然人股
东)》原件一份，经自然人股东
确认无误后签字。法人股东请
提前于本公司网站 ( h t t p : / /
www.reyoung.com/)下载《股东
信息核查表(非自然人股东)》，
自行填制并加盖公章后与其
他材料一并现场提交。

5、原自然人股东死亡，新
股东以继承方式取得本公司

股份的，除上述第1-3项材料
外，还需提供股东死亡证明原
件及一份A4复印件、股份继承
人身份证原件及一份A4复印
件、股份继承人与死亡股东的
亲属关系证明原件及一份A4
复印件、合法拥有股份权利的
证明文件(如股份有关的法院
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司法
文书原件及一份A4复印件或
股份继承公证书原件等)。

6、因离婚析产等原因取
得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
(承继人)，除上述第1-3项材料
外，还需提供取得股份的承继
人身份证原件及一份A4复印
件、原股东身份证原件及一份
A4复印件、承继人与原股东
(离婚)关系证明原件及一份A4
复印件、合法拥有股份权利的
证明文件(如与股份有关的法
院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司
法文书原件及一份A4复印件
或者经公证或经民政局盖章
确认的财产分割协议原件及
一份A4复印件等)。

7、以转让方式获得股份
的，除上述第1-3项材料外，还
需提供股份/出资转让协议、
转让款支付凭证或收据。存在
多次转让的，需提供历次股份
/出资转让协议、历次转让款
支付凭证或收据、历次转让方
的身份证A4复印件。

8、股东被劳教、监禁的，
除上述第1-3项材料外，还需
提供股东被劳教、监禁证明原
件及一份A4复印件(如：劳动
教养决定书、劳动教养通知

书、人民法院判决书、执行通
知书、收监通知书等)、代办人
身份证原件及一份A4复印件，
并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

9、如非自然人股东持有
的股权证上的股东名称与股
东现行名称不一致，需提供相
关证明文件，如历次更名文
件、股权转让协议、改制批文、
法院判决、股权划转文件等。

10、如非自然人股东已被
吊销或注销，需提供工商局的
吊销或注销文件，以及其持有
公司股份被转让/拍卖/划转/
抵债给他方的文件，公司股份
的新受让方需提供证明资料。

11、如非自然人股东是不
具备法人资格的分公司，需提
供其母公司的相关资料。

1 2、如存在其他特殊事
项，导致公司股东地位存在争
议、股东资格存在法律瑕疵、持
有股份存在争议等情况的，公
司有权要求该股东提供其他补
充资料以证实其股东身份真实
性和持有股份的合法性。
七、其他

本次核查详细信息可登
录 公 司 网 站 查 询 ( h t t p : / /
www.reyoung.com/)。

望各位股东相互转告、积
极参与。
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33-3239087
公司地址：沂源县城瑞阳路1
号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瑞瑞阳阳制制药药有有限限公公司司股股东东信信息息核核查查公公告告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张林) 近日，张
东线第一趟由电力机车牵引的
货物列车由金岭镇站开出驶往
杜科站，随后前往农中站，这趟
列车正式拉开了张东线电气化
营运的序幕，标志着张东线正
式进入电气化时代。

张东线电气化扩能改造工
程自2015年12月开工，历时两
年多时间，至2018年9月6日完
成全线电气化扩能改造工程，9
月14日完成了电气化扩能改造
工程接触网热滑试验，对铁路
信号、线路、通信、供电等系统
设备进行全面检测验收，为电

力机车运行提供了重要参数。
张东线电气化开通后，与

胶济线的牵引供电设备实现无
缝衔接。电力牵引具有马力大、
速度快、能耗低、效率高、环保
等特点，使用电力机车牵引，省
去了来自济南、青岛等方向的
列车在进入张东线前需要在淄

博火车站将电力机车更换为内
燃机车的过程，节省了机车换
挂时间，势必提升张东线的运
能，货物列车牵引重量将提高
到5500吨，并将设计时速提升
至100km/h。为进一步加快鲁
中平原、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经
济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张东线目前是未封闭的电
气化铁路，为保证生命财产安
全，防止触电伤亡事故发生，铁
路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严格
遵守电气化铁路安全有关规
定，不要进入铁路封闭区域内
行走、玩耍或逗留，避免造成不
必要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9月26日，来自深圳龙岗的
1岁脑瘫男孩彬彬(化名)在深
圳市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成功
进行自体脐血回输。据悉，该项
目由深圳市儿童医院康复科与
血液肿瘤科联合开展，目前已
有2例广东患儿在该院接受自
体脐血输注治疗脑瘫疾病。

彬彬在6个月大时还不会

自主翻身，而且仰头慢、头控能
力很差，经过医院的详细检查，
彬彬最终被确诊为脑瘫。彬彬
便开始辗转各大医院进行按
摩、运动等脑瘫传统的康复治
疗，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效果。今
年8月，治疗有了转机，彬彬的
爸爸陈先生在电视上看到了深
圳市儿童医院开展了首例自体
脐血治疗脑瘫的报道，激动地
说道：“彬彬有希望了！”原来，
在彬彬出生时，陈先生夫妇就
保存了彬彬的脐血作为健康保
障，“当时就想为宝宝买份保
险，没想到真派上了用场！”陈
先生感慨。

于是陈先生一家带着彬彬

来到了深圳市儿童医院，康复
科主任曹建国为其进行了全面
评估。通过康复科和血液肿瘤
科的检查和讨论，彬彬符合自
体脐血回输的要求！陈先生夫
妇当即联系了脐血库办理了相
关出库手续。9月26日，脐血库
工作人员带着彬彬的脐血来到
了医院，在血液肿瘤科，脐血经
过水浴复苏顺利回输到了彬彬
的体内。陈先生用手机记录着
彬彬回输脐血的整个过程，欣
慰道：“彬彬前几天在病房刚刚
过完一周岁的生日，希望这份

‘礼物’可以给他带来新生！”陈
先生夫妇也希望通过亲身的经
历，能够影响更多的准爸妈们

去了解脐血的医疗价值，选择
保存或是捐出宝宝的脐血，不
要丢掉脐血这一珍贵资源。

康复科曹建国主任表示：
“孩子出生后，家长要按要求带
孩子去医院做体检，要及时发
现孩子有没有运动障碍；对于
脑瘫孩子来说，治疗效果是越
早越好的，如果有脑瘫患儿储
存了脐血，可以尝试这一新疗
法。”因为脑瘫传统治疗方法的
局限，国内外专家都在探索对
于脑瘫行之有效的新疗法，其
中一项就是开展自体脐血输注
治疗。多项研究显示，脐血可以
促进脑部神经元的修护，足量
的自体脐血输注能够促进脑瘫

患儿运动功能的恢复。
在广东省内，深圳市儿童

医院和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都
相继开展了该治疗项目。今
年7月，汕尾7个月大的脑瘫患
儿乐乐 (化名 )在深圳市儿童
医院完成深圳首例脑瘫患儿
自体脐血回输，目前孩子肌
张力得到了缓解，能抓住抓
稳物体，较之前更好动活泼。
而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已
有29例脑瘫患儿接受了自体
脐血回输，回院评估的12例患
儿病情均有不同程度上的改
善。脐血为脑瘫患儿提供了
新的治疗选择，有需要的患
者可以与医院取得联系。

深深圳圳又又一一脑脑瘫瘫患患儿儿接接受受自自体体脐脐血血治治疗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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