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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0531-85193700
0533-3159015

读者
热线

近5年来，淄博约30万居民“出棚进楼、出村进居”

今今年年已已完完成成4455个个老老旧旧小小区区改改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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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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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阳制药友情提示：确权非上市，股票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淄淄博博地地区区6600岁岁以以上上离离退退休休人人员员免免费费领领取取

报名日期：2018年10月19日-10月22日工作时间：8：00-12：00；13：30-17：30报名地址：天健大厦15楼1502室

公交路线：乘35，51、58，89，90、92、123、127、157、158、251路到人民公园站下车(茂业天地北行50米)
6074850

报名
电话

温馨提示（只送不卖 敬请监督）
首先我们向为国家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职工以及科技人员致敬，你们

辛苦了。为答谢你们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特精心准备两大贺礼：十斤富硒鸡蛋和富硒养生锅。

富富硒硒养养生生锅锅硒蛋白知识：鸡蛋中的硒是一种
有机硒，每公斤鸡蛋中含300-500
微克，比普通鸡蛋高4-7倍。
富硒鸡蛋生产方法：主要是通过
饲料和饮水改善、提高鸡蛋中硒
的含量，饲料就是加一种海藻
硒、万寿菊，同时也添加一些胡
萝卜素等。
食用富硒鸡蛋的好处：硒缺乏会
引起多种疾病，如免疫力下降，
每人每天一枚富硒鸡蛋可满足
人体每天硒摄人的标准。

富硒锅采用高温高压
轧制而成，可以迅速
导热并受热均匀，温
度恒定在理想的区
域，里外局采用防锈
不锈钢，使锅体更耐
腐蚀，耐高温，耐碰
撞，美观豪华，不含涂
层，使用更放心，轻便
不累手，清洗方便更
是家中必不可少的健
康厨具！

1 .需提前电话预约，逐位登
记。

2 .仅限60岁以上退休人员申
领，只能本人申领，不接纳他人代
办；每人限领一份，每户限两份。

3 .须由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和
退休证复印件现场办理，按指定时
间、地点、统一发放，分批次发放。

4 .淄博仅限200分领完为止。
5 .已在本公司申请物资者谢

再次申领。

十十斤斤富富硒硒鸡鸡蛋蛋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夏俊强) 18
日，记者从淄博市住建局获悉，
2014年以来，淄博已改造各类
棚户区424个项目、116676户，近
30万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出

村进居”。
今年省下达淄博棚户区改

造任务43488套，涉及106个项
目，基本建成任务为8104套。截
至目前，全市棚户区改造已开
工30685套、涉及90个项目，开工

率70.56%，基本建成8606套。
而在老旧住宅小区改造方

面，今年全市计划完成改造项
目90个、490 . 81万m2、55190户，
目前90个项目全部开工，已完
工项目45个，完工率50%。

周六小记者当“交警”
体验威武铁骑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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