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披露进冲刺期

“潜伏”股东掘金企业IPO

本报记者 张玉洁

6月26日晚间，证监会发布第47批10家企业的预披露和预披露更新信息。其中，1家在上交所上市，4家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5家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加

上此前披露的553家，目前已有563家企业发布了预披露或预披露更新信息。

按照相关规定，拟上市企业须在6月底前完成预披露，否则证监会将终止其审核，不再排队。 距离6月底所剩时间不多，预计最近几天尚未预披露的企业进

入最后申报冲刺期。

拟登陆沪市公司最多

由于此前证监会宣布不再以股份发行数量来挂钩上市地点。在此项政策的平衡下，上交所重获青睐，甚至有部分企业在最后一刻“弃深转沪” 。根据证监

会统计的数据，目前拟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248家，占比46%；拟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有181家，占比33%；拟在中小板上市的企业有117家，占比21%。

在地域分布方面，广东以101家预披露企业总量位居地域分布排行榜第一；江苏以71家预披露企业的总量排名第二；浙江以70家预披露企业的总量排名

第三，北京68家位居第四，上海42家位居第五。 综合来看，新增的预披露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从行业分布上看，制造业、医疗医药行业、化工行业和信息设备制造及服务行业公司数目排在前列。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13日，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

有制造业企业23家，有软件与应用系统企业19家、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6家，医药企业16家。

在募投资金使用方面，大多数企业计划将资金主要用于新技术升级、新项目投产、收购资产以及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等。

行业龙头身影频现

目前完成预披露的公司多是所处行业领域的龙头公司，市场地位和盈利能力有一定保障。

募资资金规模较大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券商、电力和有色行业的大公司中。

华安证券、东方证券、东兴证券、国泰君安、第一创业、国信证券、浙商证券7家拟上市券商进行了预披露。 这七家券商拟发行股数在1906万股-15.25亿股

之间。

其中国泰君安发行计划显示，此次IPO计划发行不超过15.25亿股，尽管其未公布拟募资金额，不过若以其2013年发行前每股收益约为0.45元/股，并参照

目前沪深两市券商行业加权平均市盈率29.55倍计算，其发行价格约在13.29元/股，若按此价格发行，其募资金额或将超过202亿元。

公司表示，此次募集资金将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增加营运资金，发展主营业务。 而具体用途则主要包括推动传统经纪业务向综合理

财服务转型、提升投行业务承销能力、扩大资产管理业务规模。

中核集团旗下的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发行不超过36.51亿新股，约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 公司拟筹集162.5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福建、

浙江、海南和江苏省的核电项目。 这些项目的总价值约为1519亿元人民币。

白银有色集团拟发行8亿至11亿股A股，募集资金30亿至45亿元，主要用于收购5家公司股权：白银红鹭矿业投资有限公司93.02%股权，同时收购白银红

鹭矿业下属四家公司的股权。 此外，募投资金还将用于下辖公司所属的16个建设项目。

除了业内巨无霸公司外，拟上市公司中还有一些专注于独特细分业务，不乏稀缺题材。

东方时尚主营业务为机动车驾驶培训。 其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股数不超过5000万股，拟募集资金8.5亿元，主要用于湖北东方时尚驾驶

培训基地等项目建设。 公司近三年盈利能力持续上升，2011-2013年分别实现净利润1.5亿元、2.1亿元和2.9亿元。 东方时尚有望成为“驾校第一股” 。

另一家拟上市企业佳发安泰主要产品包括网上巡查、应急指挥、身份认证、作弊防控四大系统，以及为这四大系统提供功能支撑的考试考务管理与服务

平台。 受益于考场巡查系统的快速增长，佳发安泰三年间营收从8000多万跃升至超过2亿元，2013年每股收益为1.49元。 公司拟发行股份1800万股，计划融资

3.54亿元。

“潜伏”股东期待大收益

数据显示，拟上市企业大股东中除了创投和自然人等股东外，也不乏上市公司。

材料显示，轻纺城是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的二股东，持股达10200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比例为34%，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5%。 国

泰君安股东名单中也有多家上市公司。 深圳能源和大众交通各持1.54亿股，各占发行前总股本的2.53%；华茂股份持有9530万股，占比1.56%；锦江投资持有

6178万股，占比1.01%；交大昂立持有2192万股，占比0.36%；泸州老窖持股1178万股，占比0.19%；此外，还有中航飞机、中国铁建、上海家化、七匹狼、焦作万

方、中国高科、高鸿股份等小股东。

华安证券的股东名单中，上市公司东方创业持有2.45亿股，占比8.68%；皖能电力持有2亿股，占比7.09%；江苏舜天、黄山旅游各持有1亿股，占比各为

3.55%；此外，浙江东方、时代出版、华芳纺织均是大股东之一。

而华工科技的两家子公司武汉华工创投和江苏华工创投持股10.4%的富邦股份下周二申购。

其中部分公司持股成本非常低，东方创业所持2.45亿股华安证券初始投资金额为3.29亿元，皖能电力2亿股初始成本为2.45亿元，黄山旅游1亿股投资成

本为1亿元。上海建工持有拟IPO公司东方证券1.34亿股股份，发行后持股占2.53%。2013年报披露，公司所持东方证券股权最初投资成本为1.1亿元，期末账面

值2.49亿元。

受此利好消息驱动，近期二级市场上，对拟IPO企业持股比例较高的部分公司股价也走出一波行情。会稽山预披露后，其二股东轻纺城股价连续两天量价

齐增。

券商分析人士指出，部分上市公司参股成本很低，这些参股拟IPO企业的上市公司未来资产价值有望得到重估，那些持股比例和股权升值空间较大的公

司值得关注。 若这些上市公司所持股份处理成为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未来解禁后，上市公司可通过出售股份获取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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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预披露企业

F

近千家PE

潜伏预披露公司

□本报记者 戴小河

随着IPO预披露涌现， 潜伏其中的众多PE资本

浮出水面。 截至6月26日，在已预披露的563家企业

中，潜伏了近千支PE基金，其中大部分于2010年前

后入股。在斩获预披露项目最多的PE中，中信系、达

晨系及九鼎系位居前三。 从预披露企业所属行业来

看，中信系偏爱传统及消费产业，达晨系的投资标的

较为混杂，九鼎系则钟情于医药领域。

达晨系擅长整体作战

一家私募机构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 一些主流

PE机构的投资手法通常是整体出击，一旦看中一个

投资标的，母公司旗下的多支基金便集中投资。达晨

系无疑是其中的代表，在预披露的企业中，达晨系共

占据9席。

从预披露企业所属行业来看， 达晨偏好机械制

造、汽车零部件制造及清洁技术等行业。在预披露的

拟上市公司中，达晨系共计有6家股权投资基金、两

家投资公司(达晨财信及母公司达晨创投)合计参股

了9家拟上市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达晨创世、达晨

盛世、达晨创恒、达晨创泰、达晨创瑞、达晨创富6支

股权投资基金均由达晨创投管理。

达晨创世、达晨盛世成立于2010年3月，曾相继

在开元仪器、兆日科技、硕贝德、东方精工等上市公

司IPO之前双双入股。 在此次预披露的拟上市公司

中，上述两支基金延续“整体作战” 风格，联合入股

三家企业：2010年11月进驻鹏辉能源，分别持有321

万股和279万股，占比为5.1%和4.43%；同时还入股

金雷风电，各持有364和310万股，占比8.1%和6.9%；

2011年2月入股国恩科技，所持股份分别为1.71%和

1.49%。

此外，2011年6月，达晨创恒、达晨创泰、达晨创

瑞三家股权投资基金联手进入两家拟上市公司。 在

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 上述三家股权

投资基金所占比例分别为4.91%、4.51%、4.48%；同

年，三家股权投资基金扎堆进驻星光农机，分别出资

3450万、3600万、2950万， 持股比例分别为3.45%、

3.60%、2.95%。

最为疯狂的投资案例非多喜爱家纺莫属。 早在

2008年， 达晨财信与达晨创投就同时入股多喜爱，

目前达晨财信持股12.13%，达晨创投持股4.55%，分

别位列第三、第四大股东。

九鼎系钟情医药行业

在预披露的公司中，九鼎系旗下11家股权投资

基金合计参股了9家拟上市公司， 其中近一半为医

药公司，分别是方盛制药、广生堂药业、柳州医药及

维力医疗。

这11支股权基金分散于五大地域，师出北京总

部的有北京昆吾九鼎医药投资中心、 北京含光九鼎

投资中心、北京嘉俪九鼎投资中心，来自苏州的有苏

州周原九鼎投资中心、苏州文景九鼎投资中心、苏州

永乐九鼎投资中心、苏州金泽九鼎投资中心，还有厦

门宇鑫九鼎投资管理中心、 厦门盈泰九鼎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厦门宝嘉九鼎投资管理中心和嘉兴泰泽

九鼎投资中心。

2010年昆吾九鼎、苏州周原九鼎投资中心分别

以9000万、6000万注资柳州医药与方盛制药。 目前

苏州周原九鼎持有柳州医药9.75%股权， 昆吾九鼎

持有方盛制药1226.47万股，占总股本达15%。次年9

月，昆吾九鼎又杀入广生堂药业，持股1120万股，所

占比例为20%，位列第二大股东。

在维力医疗一案中，九鼎系“一拥而上” ，北京

昆吾九鼎医药投资中心、 苏州金泽九鼎投资中心等

5家九鼎系股权投资基金联手出击， 合计持股达

20%。

此前于2014年1月挂牌新三板的贵州威门药

业，九鼎投资也持股20.41%；此外，九鼎投资旗下的

的盈泰九鼎、河南九鼎、昆吾九鼎、金泽九鼎4只基

金于2010年起先后进入邦和药业，持股比例分别为

3.08%、3.08%、2.61%、0.72%，合计持股达9.49%，目

前该药企已被上市公司上海莱士收购。

除了上述医药项目，在预披露的公司中，九鼎投

资还投资爱迪尔珠宝、帝王洁具、富森美家居等非医

药项目，其中投资额度较大的是帝王洁具。苏州文景

九鼎投资中心、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北京含光九

鼎投资中心联合入股，分别占股份比例为6%、5.1%、

0.9%，合计占股比12%。

“潜伏” 股东期待好收成

数据显示， 拟上市企业大股东中除

了创投和自然人等股东外， 也不乏上市

公司。

材料显示， 轻纺城是会稽山绍兴

酒股份有限公司的二股东， 持股达

10200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34% ， 占发 行后总股 本的比 例 为

25.5%。国泰君安股东名单中也有多家

上市公司。 深圳能源和大众交通各持

1.54 亿股 ， 各 占 发 行 前 总 股 本 的

2.53%；华茂股份持有9530万股，占比

1.56%；锦江投资持有6178万股，占比

1.01%；交大昂立持有2192万股，占比

0.36%；泸州老窖持股1178万股，占比

0.19%；此外，还有中航飞机、中国铁

建、上海家化、七匹狼、焦作万方、中国

高科、高鸿股份等小股东。

华安证券的股东名单中， 上市公司

东方创业持有2.45亿股， 占比8.68%；皖

能电力持有2亿股，占比7.09%；江苏舜

天、 黄山旅游各持有1亿股， 占比各为

3.55%；此外，浙江东方、时代出版、华芳

纺织均是大股东之一。

而华工科技的两家子公司武汉华工

创投和江苏华工创投持股10.4%的富邦

股份下周二申购。

其中部分公司持股成本非常低，东

方创业所持2.45亿股华安证券初始投资

金额为3.29亿元，皖能电力2亿股初始成

本为2.45亿元，黄山旅游1亿股投资成本

为1亿元。 上海建工持有拟IPO公司东方

证券1.34亿股股份， 发行后持股占

2.53%。 2013年报披露，公司所持东方证

券股权最初投资成本为1.1亿元，期末账

面值2.49亿元。

受此利好消息驱动， 近期二级市场

上， 对拟IPO企业持股比例较高的部分

公司股价也走出一波行情。 会稽山预披

露后， 其二股东轻纺城股价连续两天量

价齐增。

券商分析人士指出， 部分上市公

司参股成本很低，这些参股拟IPO企业

的上市公司未来资产价值有望得到重

估， 那些持股比例和股权升值空间较

大的公司值得关注。 若这些上市公司

所持股份处理成为可交易的金融资

产，未来解禁后，上市公司可通过出售

股份获取价差。

东部沿海企业居多 行业龙头频现

预披露企业“群英谱” 揭示投资新热点

□本报记者 张玉洁

6月26日晚间， 证监会发布第47批10家企业的预披露和预披

露更新信息。 其中，1家拟在上交所上市，4家拟在深交所中小板上

市，5家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加上此前披露的553家，目前已有

563家企业发布了预披露或预披露更新信息。

按照相关规定，拟上市企业须在6月底前完成预披露，否则证

监会将终止其审核，不再排队。 预计最近几天尚未预披露的企业将

进入最后申报冲刺期。

广东企业最多

此前证监会宣布不再以股份发行数

量来挂钩上市地点。 在此项政策的平衡

下，上交所重获青睐，甚至有部分企业在

最后一刻“弃深转沪” 。根据证监会统计

的数据， 目前拟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

248家，占比46%；拟在创业板上市的企

业有181家，占比33%；拟在中小板上市

的企业有117家，占比21%。

在地域分布方面， 广东以101家

预披露企业总量位居地域分布排行

榜第一；江苏以71家预披露企业的总

量排名第二；浙江以70家预披露企业

的总量排名第三， 北京68家位居第

四，上海42家位居第五。 综合来看，新

增的预披露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东

部沿海地区。

从行业分布上看，制造业、医疗医药

行业、 化工行业和信息设备制造及服务

行业公司数目排在前列。 Wind数据显

示， 截至6月13日， 根据证监会行业分

类，有制造业企业23家，软件与应用系

统企业19家，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16家，医药企业16家。

在募投资金使用方面， 大多数企业

计划将资金主要用于新技术升级、 新项

目投产、 收购资产以及补充公司运营资

金、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等。

行业龙头频现

目前完成预披露的公司多是所处行

业领域的龙头公司， 市场地位和盈利能

力有一定保障。

募资资金规模较大的企业主要集中

在券商、电力和有色行业。

华安证券、东方证券、东兴证券、国

泰君安、第一创业、国信证券、浙商证券

7家拟上市券商进行了预披露。 这七家

券商拟发行股数在1906万股-15.25亿

股之间。

国泰君安发行计划显示， 此次IPO

计划发行不超过15.25亿股，尽管其未公

布拟募资金额，不过若以其2013年发行

前每股收益约为0.45元， 并参照目前沪

深两市券商行业加权平均市盈率29.55

倍计算，其发行价格约在13.29元/股，若

按此价格发行， 其募资金额或将超过

202亿元。

该公司表示， 此次募集资金将在扣

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增

加营运资金，发展主营业务。而具体用途

则主要包括推动传统经纪业务向综合理

财服务转型、提升投行业务承销能力、扩

大资产管理业务规模。

中核集团旗下的中国核能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计划发行不超过36.51亿新股，

约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 公司拟

筹集162.5亿元人民币， 主要用于福建、

浙江、海南和江苏省的核电项目。这些项

目的总价值约为1519亿元人民币。

白银有色集团拟发行8亿至11亿股

A股，募集资金30亿至45亿元，主要用于

收购5家公司股权： 白银红鹭矿业投资

有限公司93.02%股权，同时收购白银红

鹭矿业下属四家公司的股权。此外，募投

资金还将用于下辖公司所属的16个建

设项目。

除了业内巨无霸公司外， 拟上市公

司中还有一些专注于独特细分业务，不

乏稀缺题材。

东方时尚主营业务为机动车驾驶培

训。其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本次拟公开

发行股数不超过5000万股，拟募集资金

8.5亿元，主要用于湖北东方时尚驾驶培

训基地等项目建设。 公司近三年盈利能

力持续上升，2011-2013年分别实现净

利润1.5亿元、2.1亿元和2.9亿元。 东方时

尚有望成为“驾校第一股” 。

另一家拟上市企业佳发安泰主要产

品包括网上巡查、应急指挥、身份认证、

作弊防控四大系统， 以及为这四大系统

提供功能支撑的考试考务管理与服务平

台。受益于考场巡查系统的快速增长，佳

发安泰三年间营收从8000多万跃升至

超过2亿元，2013年每股收益为1.49元。

公司拟发行股份1800万股， 计划融资

3.54亿元。

73家券商参与保荐和承销

广发证券招商证券并列居首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IPO重新开闸， 为券商2014年的业绩提升带来

想象空间，也为券商竞争力差异化提供了一个窗口。

截至6月26日，预披露企业总数增至563家。 据同花

顺iFind数据统计， 为这563家企业担任保荐机构和

承销商的券商共有73家。 其中，广发证券和招商证

券以保荐36家公司居所有保荐机构首位。

10家券商揽逾四成项目

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10家券商承揽了247

家企业的IPO项目，占所有预披露企业的43.87%。广

发证券和招商证券均以保荐36家公司居于首位。 其

中， 广发证券所承揽项目拟募集资金总额约为

147.01亿元， 招商证券所承揽项目拟募资总额约

192.94亿元。国信证券揽下了33家公司，承揽15家公

司以上的券商还有中信建投、中信证券、安信证券、

华林证券、华泰联合、国金证券、齐鲁证券。

相比于IPO项目数量， 募资金额是决定券商业

绩的核心所在。 业内人士介绍，承销费才是IPO项目

中最大的收入， 它按照募集到的资金金额的一定比

例计算。 在这10家券商中，中信建投所承揽项目以

募资总额244.20亿元居首， 仅中信建投承销的中影

股份一家的募资金额就高达46.18亿元。中信证券所

承揽项目以募集资金总额239.58亿元紧随其后。 此

外，国信证券所承揽项目募资总额228.44亿元，招商

证券所承揽项目募资总额192.94亿元分列三四位。

随着发行制度改革，此次IPO赋予证券公司自主

配售权，有利于提高机构客户粘性和市占率，赋予了

证券公司更多的利益分配权，也为证券公司的投行业

务带来了更多的增值服务收入。 申银万国证券分析

师指出，对于2014年全年IPO市场的总体额度，市场

预期将达到2000亿元， 对证券行业收入新增贡献达

80亿-100亿元。 随着IPO进程的加速，手握较多IPO

资源的券商将获益较大，券商之间的分化也将加剧。

中小券商崭露头角

能够抢占IPO市场的， 多为资本实力、 投研实

力、 销售能力较强和投行项目数量较多的综合型大

券商， 保荐量前十的券商也多为大券商， 如广发证

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等。不过，一些企业项目资源

丰富， 在投行业务方面具有较大弹性的中小型券商

也崭露头角。 在保荐量居前的券商中，国金证券、华

林证券、东方花旗证券等中小券商也引人注目。

华林证券此次保荐的企业有19家，募集资金总

额97.85亿元，保荐了安徽口子酒业、北京高能时代

等公司， 其中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募集

资金达15.91亿元。国金证券也保荐了18家预披露企

业，募集资金总额115.19亿元，其中成都富森美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募集资金20.5亿元。

作为中外合资券商的东方花旗证券是由东方证

券与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

此次共承揽了13家IPO预披露公司， 募集资金总额

56.40亿元。

同时， 不少IPO巨头公司采取了联合保荐的形

式。 被称为“最大IPO” 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旗下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在首次公开募股

中发售不超过36.51亿股新股，筹资至多162.5亿元，

由瑞银证券和中信证券两家券商联合保荐。

而为国泰君安进行联合保荐的券商则多达3

家，分别是中银证券、平安证券和华融证券，国泰君

安拟发行15.25亿股。 此外，还有拟募资18亿元的中

国核建，由中信建投和信达证券保荐，第一创业证券

由招商证券和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公司联合保

荐。 分析指出，IPO企业选择联合保荐，首先是希望

增强上市公司材料的公信力；同时，两家券商分别承

担发行承销任务，更能确保发行募资的成功。

直投业务也成为此次IPO开闸各大券商新的业

绩增长点。在已过会项目中，中信证券直投子公司中

信金石投资参与了天和防务和太平洋石英等公司。

招商证券旗下招商资本投资参与了金贵银业。 华泰

证券非银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罗毅指出，按全年IPO

数量450-550家的规模预计， 中信的直投浮盈收入

有望达到2-3亿元的规模，至少增厚全年业绩5%。券

商直投公司参与了较多在会项目的股权投资， 未来

直投业务将成券商业绩的又一重要贡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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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股东承诺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证监局《关

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承诺履行工作的通知》的要求，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 ）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并进

行了专项披露。 具体内容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2014年2月15日、3月28日、4月30日、5月30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公告。

经本公司积极沟通、协调，现将相关承诺履行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4年6月25日，接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青啤集团” ）通知，为使

公司管理层与股东、公司之间利益更好的结合，并履行股改承诺及监管要求，青啤集团将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于2020年6月底前推进上市公司提出管理层长期激励计划，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实施。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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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东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

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上市一部函（2014）112号文)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的要求，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公司” ）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进展公告如下：

承诺事项：股改承诺

承诺方：漳州片仔癀集团公司（现改制为“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 ）

承诺内容：漳州片仔癀集团公司将积极支持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启动管理层

激励计划。

承诺时间及期限：2006年4月，长期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的要求，该承诺缺乏明确的履约时限，不

符合监管指引的要求，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对此承诺事项进行整改。

承诺事项整改结果：因无法取得漳州市国资委的批准，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无

法履行上述承诺、无法对已有承诺做出规范，故向公司股东大会申请豁免履行其在股权分

置改革时作出的启动管理层激励计划承诺。 2014年6月16日，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履行管理层激励计划承诺的议案》，同意豁免漳州市九龙江建设

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启动管理层激励计划的承诺。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

司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整改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及本公司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要求的承诺，

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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