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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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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

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2014年7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2014年

7月22日以通讯方式完成表决。 公司全体董事认真审阅了会议议案，公司7名

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

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财

务）进行金融合作形成的资金结算结余资金的上限追加5,000万元人民币；

中电财务按信贷规则提供给公司的授信额度追加7,000万元人民币。

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相关协议签署工作。

关联董事赵贵武先生、陈磊先生、马玉川先生和李瑞涛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171

证券简称：上海贝岭 公告编号：临

2014-21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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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新增交易额度：5,000万元人民币

●截止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存款及

交易结算金额为14,847.63万元人民币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额未达股东大会审议标准，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关联交易对相关关联方未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7月22日与中国电

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财务）签署了《金融服务合作补充协

议》， 双方进行金融合作形成的资金结算结余资金上限追加5,000万元人民

币，达到2亿元人民币。中电财务按信贷规则提供给公司的授信额度同步追加

7,000万元人民币，达到2.7亿元人民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公司和中电财务共同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电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电子），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存款及交易

结算金额为14,847.63万元人民币，该额度已经过2014年4月22日召开的公司

2013年度股东审议通过。 本次新增交易额度为5,000万元人民币，低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下，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于1988年3月

15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同年4月21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为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 2000年11月6

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改组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并更名为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领取了《金融机构法

人许可证》，证号为L0014H211000001。 中电财务法定代表人：李晓春。 目前中电财务注册资本金17.51亿元，中国电子占中电财务

总股本的41.97%，是其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电财务主营业务为集团内单位存款、办理集团内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

应的结算、协助集团内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票据承兑与贴现、贷款及融资租赁、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同业拆借、担保等业务。

公司和中电财务共同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电子，公司与中电财务公司之间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公司在关联法人中电财务存款。

（二）相关交易情况

依据2014年3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14年4月22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公司与中电财务签订了《金融服务合作协议》，有效期为2014年6月13日至2015年6月13日。 根据该

协议，中电财务在其经营范围许可的范围内为公司办理有关金融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资金结算、资金存放、授信融资、资金管理、金

融服务方案策划咨询等。 其中，双方约定：（1）双方进行金融合作形成的资金结算结余资金（包括存款余额和资金结算余额）的上

限为1.5亿元人民币；（2）中电财务按照信贷规则提供给公司的授信额度为2亿元人民币。

2014年7月22日，公司与中电财务签订了《金融服务合作补充协议》，有效期与原订协议有效期一致。 根据该协议，双方进行金

融合作形成的资金结算结余资金上限追加5,000万元人民币，达到2亿元人民币；中电财务按照信贷规则提供给公司授信额度同步

追加7,000万元人民币，达到2.7亿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与中电财务签订的《金融服务合作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进行金融合作形成的资金结算结余资金上限追加5,000万元人民币，达

到2亿元人民币。 双方共同遵守，公司应按法律法规及相关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

2、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中电财务按照信贷规则提供给公司的授信额度也追加7,000万元人民币，

达到2.7亿元人民币；

3、本补充协议有效期与原协议约定一致；

4、本补充协议未涉及条款仍按《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服务合

作协议》条款执行。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电财务的此项关联交易可帮助公司获取长期、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渠道，对今后公司财

务成本的降低、综合经济效益的提升和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4年7月22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与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相关协议签署工作。

关联董事赵贵武、陈磊、马玉川、李瑞涛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新增与中电财务关联交易额

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中电财务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

内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该新增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

本和融资风险，有利于公司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双方签署的《金融服务合作补充协议》遵循互惠、互利、合作自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增加与中电财务关联交易的额度，并签署《金融服务合作补充协

议》。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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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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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2014年7月21日下午14：30在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申富路61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7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名

）

29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81,539,97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3.52

其中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名

）

6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91,301,15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7.24

（

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3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90,238,82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28

（三）表决方式：

本次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形式采用常规投票制

方法，公司同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由公司董事长沈雯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审 议 事 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

472,903,108 98.21% 7,641,608 1.59% 995,260 0.20%

是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

（

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

本议

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

2.01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2.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2.03

发行数量

136,330,132 93.99% 5,677,580 3.91% 3,036,788 2.10%

是

2.0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36,265,032 93.95% 5,774,480 3.98% 3,004,988 2.07%

是

2.05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

136,269,132 93.95% 6,230,481 4.30% 2,544,887 1.75%

是

2.06

限售期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2.07

上市地点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2.08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

润的安排

136,334,032 93.99% 5,658,180 3.90% 3,052,288 2.11%

是

2.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

议案

（

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

本议

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

136,265,032 93.95% 6,261,480 4.32% 2,517,988 1.73%

是

4

关于公司与上海紫江

（

集团

）

有限

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合同的议案

（

关联股东应回避表

决

，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5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

本议案

属于特别决议案

）

472,783,508 98.18% 5,681,680 1.18% 3,074,788 0.64%

是

6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的议案

472,787,608 98.18% 5,677,580 1.18% 3,074,788 0.64%

是

7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

（

关联股东应回避表

决

，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

472,783,508 98.18% 5,682,080 1.18% 3,074,388 0.64%

是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本议案

属于特别决议案

）

472,838,708 98.19% 5,660,980 1.18% 3,040,288 0.63%

是

1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472,808,708 98.19% 5,655,980 1.17% 3,075,288 0.64%

是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不含）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

结果为：

议案序

号

审 议 事 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是否通过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142,528,035 94.29% 7,641,608 5.06% 995,260 0.65%

是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关联股

东应回避表决

，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

2.01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2.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2.03

发行数量

136,330,132 93.99% 5,677,580 3.91% 3,036,788 2.10%

是

2.0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36,265,032 93.95% 5,774,480 3.98% 3,004,988 2.07%

是

2.05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

136,269,132 93.95% 6,230,481 4.30% 2,544,887 1.75%

是

2.06

限售期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2.07

上市地点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2.08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36,334,032 93.99% 5,658,180 3.90% 3,052,288 2.11%

是

2.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关联股

东应回避表决

，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

136,265,032 93.95% 6,261,480 4.32% 2,517,988 1.73%

是

4

关于公司与上海紫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签订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

关联股东应

回避表决

，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5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报告的议案

（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

）

142,408,435 94.21% 5,681,680 3.76% 3,074,788 2.03%

是

6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142,412,535 94.21% 5,677,580 3.76% 3,074,788 2.03%

是

7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

案

）

136,292,132 93.97% 5,677,580 3.91% 3,074,788 2.12%

是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本议案属于特别

决议案

）

142,408,435 94.21% 5,682,080 3.76% 3,074,388 2.03%

是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

议案

）

142,463,635 94.24% 5,660,980 3.74% 3,040,288 2.02%

是

1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42,433,635 94.22% 5,655,980 3.74% 3,075,288 2.04%

是

议案2、3、4、7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沈雯先生控制的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

的关联交易，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沈雯先生、郭峰先生、唐继锋先生均进行了回

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朱玉婷与徐晨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1、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紫江企业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2、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23日

根据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登记存管业务

指南》等相关规定，为了核实确定最新的股

东信息、全面掌握股东持股情况，便利公司

未来分配利润， 以及为公司后续进入资本

市场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公司拟对股东持

股信息进行核查确认 （以下简称：“确

权” ）。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确权对象

持有本公司依法发行在外的股份的主

体（以下简称：“持有人” ），包括非自然人

持有人、自然人持有人。

二、确权内容

核实确认最新的股东姓名/名称、身份证

号码/营业执照注册号和持股数量等信息。

三、确权办理时间、地点

1. 非自然人持有人集中确权办理时间

为5天，即8月25日至8月29日（星期一至星

期五）， 每个办理日的工作时间为9:00—

12:00、14:00—18:00，办理地点另行通知。

2.自然人持有人确权办理时间、地点如下：

（1）集中办理时间为6天，即2014年7

月31日至2014年8月5日， 每个办理日的工

作时间为9:00—12:00、14:00—18:00，周

六、 周日不休。 其中7月31日-8月2日办理

“乐山城市合作银行股权证持有卡”（以下

简称：“股权证” ） 股东编码序号后三位为

001-260的持有人；8月3日—8月5日办理

股权证股东编码序号后三位为260以后的

持有人。

2014年8月6日—2014年8月20日，为

遗留问题处理时间。

（2）集中办理地点：乐山市金叶大酒店

红河厅（四川乐山市中区嘉定北路199号）。

四、持有人须提供的资料

1、非自然人持有人须提供的资料（均

为原件）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国有产权登记证（如适用）、本公司

颁发的持股证明（如有）、缴纳出资的银行

付款凭证、 经公证机关公证的股份转让协

议（如有）、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关于股份

权属的生效判决、调解书或裁定（如有）、

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样本见本公告附件）。

（2）为办理股份集中托管，还须提供：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A股

股东账户卡、关联银行卡。

2、自然人持有人须提供的资料（均为

原件）

（1）股份权属未发生变更的持有人：

须提供本人身份证、股权证。

（2）股份权属发生变更的持有人：除

须提供本人身份证、股权证外，还应根据不

同的变更类型提供：

①协议转让的持有人： 股份转让协议

及关于该次股份转让的公证文书 （或股份

转让协议及关于出让人该次股份转让真实

性声明的公证文书）；

②财产分割的持有人： 原始持有人涉及

本公司股份的财产分割协议及关于该财产分

割的公证文书（或财产分割协议及关于财产

分割各方就财产分割真实性声明的公证文

书、或财产分割的生效法院判决、调解书）；

③遗产继承的持有人： 原始持有人的

死亡证明、 原始持有人涉及本公司股份分

配的遗嘱及关于该遗嘱的公证文书 （或原

始持有人全体第一顺位继承人关于本公司

股份承继的协议及涉及该股份承继的公证

文书、 或原始持有人遗产分配的生效法院

判决、调解书）。

（3）如持有人股权证遗失、灭失的，应

凭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出具的遗失、 灭失

证明文件或在公开媒体发布的遗失、 灭失

声明（公示期限不少于30日）办理确权。

（4）持有人委托他人办理确权的，受

托人应提供包括但不限于： 持有人的身份

证、股权证、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本

详见本公告附件）、本次授权委托的公证文

书、受托人身份证等。

（5）为办理股份集中托管，持有人还

须提供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A股股东账户卡、关联银行卡。

五、特别提示

1、请各位持有人在本公告规定的办理

时间内自行前往规定地点办理相关确权事

宜。 若逾期未办理的，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由持有人自行承担。

2、当事人之间就本公司股份的权属存

在或产生争议的， 以主管司法机关的裁定

为准。

六、 本公告未尽事宜或公告内容发生

变更，以本公司发布的补充公告为准。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确权工作的联系办法：

（1）联系人：宿女士、徐先生、廖女士、

杨女士

（2） 联 系 电 话 ：0833-2445775，

0833-2447665

（3）联系邮箱：lsccbmail@163.com

2、本公司网址：

www.lsccb.com

3、本公司地址：

乐山市市中区春华路南段439号

4、本公告附件

“授权委托书（样本）

敬启者：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身份证

号码： ）代理本单位

/

本人前往乐

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东信息

核查确认事宜。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

2014

年 月

日至

2014

年 月 日。 ”

特此授权委托。

授权委托人（盖章）/（签名）

2014年 月 日

特此公告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信息核查确认公告

（上接

A16

版）

90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受托管理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

统 -普通保险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有效报价

91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平安人寿 -传统 -普通

保险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有效报价

92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平安人寿 -分红 -个险

分红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有效报价

93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平安人寿 -万能 -个险

万能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有效报价

94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自有资金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4,500 有效报价

95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传统 -普通

保险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有效报价

96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分红 -团险

分红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有效报价

97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型保险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5,180 有效报价

98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之星 ２ 号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700 有效报价

99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有效报价

10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

个人分红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有效报价

101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

险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3,000 有效报价

10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有效报价

10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开泰—稳健增值

投资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有效报价

104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长江金色晚晴（集合型）

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1,000 有效报价

10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900 有效报价

10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郑州铁路局企业年金计

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3,600 有效报价

10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沈阳铁路局企业年金计

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1,650 有效报价

10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四川省电力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13年 10月 18日）

企业年金计划 4.44 1,100 有效报价

109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哈尔滨铁路局企业年金

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660 有效报价

11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成都铁路局企业年金计

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1,100 有效报价

111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03

号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1,100 有效报价

11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太原铁路局企业年金计

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660 有效报价

11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上海铁路局企业年金计

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1,140 有效报价

114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乌鲁木齐铁路局企业年

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660 有效报价

11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660 有效报价

11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兰州铁路局企业年金计

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1,100 有效报价

11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武汉铁路局企业年金计

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660 有效报价

11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660 有效报价

119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660 有效报价

12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湖北省电力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1,100 有效报价

121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5,400 有效报价

12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660 有效报价

12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1,140 有效报价

124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江苏省电力公司（省网）

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880 有效报价

125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传统 -普通保险

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5,000 有效报价

126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受托管理阳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

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有效报价

127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受托管理阳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

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有效报价

128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129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5,000 有效报价

13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2,500 有效报价

131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1,500 有效报价

132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600 有效报价

133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600 有效报价

13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4,500 有效报价

13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5,500 有效报价

13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137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4.43 3,000 有效报价

138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1,800 有效报价

139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国投瑞银新机遇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4,150 有效报价

140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国投瑞银美丽中国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4.43 3,830 有效报价

141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142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1,000 有效报价

14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144

杭州大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杭州大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700 有效报价

145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2,250 有效报价

146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分红 -个险分红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147

弘泰恒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弘泰恒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1,800 有效报价

14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省电力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09年 12月 31日）

企业年金计划 4.43 3,000 有效报价

149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

企业年金计划 4.43 2,000 有效报价

15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铁路局企业年金计

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

企业年金计划 4.43 1,000 有效报价

15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专户资产管理

计划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

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

理财产品

4.43 1,000 有效报价

15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6,000 有效报价

15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永福养老理财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650 有效报价

154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155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770 有效报价

156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公募基金 4.43 6,000 有效报价

15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医药保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670 有效报价

158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1,000 有效报价

159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2,000 有效报价

160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平安养老 -淮南矿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3 1,000 有效报价

161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平安养老 -天津港（集

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3 800 有效报价

162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平安养老 -中国平安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方案（策略配置

组合）

企业年金计划 4.43 1,000 有效报价

163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平安养老 -江苏省电力

公司（国网）企业年金计

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3 600 有效报价

164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平安养老 -江苏省电力

公司（省网）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3 600 有效报价

165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平安养老 -湖南省电力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3 900 有效报价

166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平安养老 -南昌铁路局

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3 1,000 有效报价

167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平安养老 -上海铁路局

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3 600 有效报价

168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平安养老 -中国远洋运

输（集团）总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3 600 有效报价

169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平安养老 -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3 800 有效报价

170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平安养老 -中国华能集

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3 700 有效报价

171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平安养老 -平安相伴今

生企业年金集合计划 -

安心回报

企业年金计划 4.43 600 有效报价

172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平安养老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3 600 有效报价

173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浦银安盛新经济结构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基金 4.43 1,600 有效报价

174

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

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2,600 有效报价

175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通乾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600 有效报价

176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4.43 900 有效报价

177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通通源一年目标触发

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670 有效报价

178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君得益二号优

选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43 600 有效报价

179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君享新利一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43 600 有效报价

180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君享新利六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43 600 有效报价

181

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2,000 有效报价

182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1,120 有效报价

183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600 有效报价

184

深圳市中宏卓俊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宏卓俊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1,500 有效报价

185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1,840 有效报价

186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天象量化套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43 1,120 有效报价

187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天勤 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43 630 有效报价

188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天勤 2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43 620 有效报价

189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天勤 5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43 1,400 有效报价

190

天津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天津发展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2,100 有效报价

191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2,700 有效报价

192

天津远策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新疆远策恒达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4.43 6,000 有效报价

193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670 有效报价

194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3,360 有效报价

195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新时代新财富 8号限额

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43 1,100 有效报价

196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新时代新财富 2号限额

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43 1,800 有效报价

197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新时代新财富 10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43 880 有效报价

198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610 有效报价

199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特定策略 19号特定

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

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

理财产品

4.43 600 有效报价

200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 -稳进 1期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

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

理财产品

4.43 600 有效报价

201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定增 50号分级特定

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

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

理财产品

4.43 600 有效报价

202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公募基金 4.43 1,500 有效报价

203 杨素英

杨素英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4.43 1,230 有效报价

204 杨涛 杨涛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4.43 4,000 有效报价

20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206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207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传统 -普通

保险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208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受托管理中国人民健康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1,000 有效报价

209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受托管理中国人民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险

分红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210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受托管理中国人民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险

分红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211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212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传统 -收益

组合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213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1,000 有效报价

214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2,000 有效报价

215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

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1,000 有效报价

216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分红保险产

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1,000 有效报价

217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利安盈（B 款）两

全保险（万能型）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218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个人分红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219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团体分红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220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 -普通保险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221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险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2,500 有效报价

222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传统普保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3 6,000 有效报价

22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公募基金 4.43 1,050 有效报价

224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2,100 有效报价

225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3 3,560 有效报价

226 朱忠敏

朱忠敏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4.43 610 有效报价

227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 1号优选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2016年

12月 5日）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42 1,050 低于发行价

228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2 1,000 低于发行价

229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2 6,000 低于发行价

230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2 1,800 低于发行价

231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安信平稳增长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0 2,700 低于发行价

232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安信鑫发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0 1,360 低于发行价

233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0 1,500 低于发行价

234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0 800 低于发行价

235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基金 4.40 600 低于发行价

236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0 600 低于发行价

237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光大保德信银发商机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0 600 低于发行价

238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0 600 低于发行价

239

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

司

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39 6,000 低于发行价

240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39 2,000 低于发行价

241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39 600 低于发行价

242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37 6,000 低于发行价

243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30 2,000 低于发行价

244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24 1,000 低于发行价

245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景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4.24 700 低于发行价

246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上投摩根 -诺亚正行分

红增长 2号资产管理计

划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

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

理财产品

4.20 600 低于发行价

247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事件驱动 3号资产

管理计划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

产品

4.20 600 低于发行价

248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基金 4.20 600 低于发行价

249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20 600 低于发行价

250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20 1,000 低于发行价

251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20 600 低于发行价

252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20 1,200 低于发行价

253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20 1,000 低于发行价

254 张继东 张继东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4.02 1,060 低于发行价

255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铁路局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02 1,250 低于发行价

256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02 2,850 低于发行价

257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连平衡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00 600 低于发行价

258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分红险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00 1,200 低于发行价

259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万能险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00 2,400 低于发行价

260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连进取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00 600 低于发行价

261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00 600 低于发行价

262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3.99 6,000 低于发行价

263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3.99 610 低于发行价

264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3.99 6,000 低于发行价

265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投资资产

（招商）

企业年金计划 3.99 600 低于发行价

266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离退休人员福

利负债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

产品

3.99 1,000 低于发行价

267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 -添利保本 1号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

产品

3.99 3,000 低于发行价

268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社保基金组合 3.99 6,000 低于发行价

269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9 6,000 低于发行价

27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98 6,000 低于发行价

271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荣安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8 1,200 低于发行价

272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周期回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8 1,000 低于发行价

273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98 6,000 低于发行价

274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8 2,000 低于发行价

275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3.98 1,000 低于发行价

276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8 4,800 低于发行价

277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7 1,000 低于发行价

278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7 800 低于发行价

279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7 3,700 低于发行价

28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灵活配置 3号特定

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

产品

3.96 900 低于发行价

28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6 600 低于发行价

28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社保基金组合 3.96 5,800 低于发行价

283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6 1,000 低于发行价

284 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国电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

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96 6,000 低于发行价

285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恒久价值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6 2,000 低于发行价

286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6 1,000 低于发行价

287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6 2,000 低于发行价

288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6 600 低于发行价

289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基金 -光大银行 -增利

1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

产品

3.96 1,100 低于发行价

290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6 6,000 低于发行价

291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6 600 低于发行价

29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6 3,000 低于发行价

293 上海舜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舜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96 2,500 低于发行价

294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96 6,000 低于发行价

29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3.95 660 低于发行价

296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安康养老定期支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5 1,000 低于发行价

297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铁路局企业年金基金 企业年金计划 3.95 600 低于发行价

298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钢铁业企

业年金基金

企业年金计划 3.95 630 低于发行价

299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公共交通集团企业年金

投资资产

企业年金计划 3.95 950 低于发行价

300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工行

企业年金计划 3.95 760 低于发行价

30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3.95 600 低于发行价

30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社保基金组合 3.95 600 低于发行价

30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社保基金组合 3.95 600 低于发行价

304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4 1,000 低于发行价

305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4 1,200 低于发行价

306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94 3,040 低于发行价

307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金色晚晴（集合型）企业

年金计划稳健配置 -浦发

企业年金计划 3.94 660 低于发行价

308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钢铁业企

业年金计划 -工行

企业年金计划 3.94 2,290 低于发行价

309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中行

企业年金计划 3.94 2,130 低于发行价

31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93 3,000 低于发行价

31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3,600 低于发行价

312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汉兴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2,000 低于发行价

31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600 低于发行价

314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公募基金 3.93 600 低于发行价

31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3,000 低于发行价

31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2,000 低于发行价

317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1,100 低于发行价

318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基金专户资产管理计

划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

产品

3.93 3,800 低于发行价

319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 -招商银行 -基本面

选股对冲尊享系列 2号资产

管理计划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

产品

3.93 600 低于发行价

320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5,000 低于发行价

321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1,500 低于发行价

32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1,500 低于发行价

323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3,000 低于发行价

324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4,000 低于发行价

325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1,500 低于发行价

326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 08

企业年金计划 3.93 600 低于发行价

32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3.93 6,000 低于发行价

32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3.93 2,500 低于发行价

329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3.93 700 低于发行价

33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3.93 2,000 低于发行价

33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3.93 1,000 低于发行价

33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3.93 600 低于发行价

33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投资资产

企业年金计划 3.93 1,800 低于发行价

33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泰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3.93 600 低于发行价

335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1,270 低于发行价

336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3.93 3,800 低于发行价

33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社保基金组合 3.93 2,000 低于发行价

33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3.93 1,000 低于发行价

339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基金 3.93 1,280 低于发行价

34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社保基金组合 3.93 3,000 低于发行价

34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社保基金组合 3.93 6,000 低于发行价

34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6,000 低于发行价

34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社保基金组合 3.93 1,800 低于发行价

34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1,200 低于发行价

345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93 1,000 低于发行价

346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93 1,270 低于发行价

347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3,500 低于发行价

348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1,500 低于发行价

349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3.93 600 低于发行价

350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消费增值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600 低于发行价

351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1,200 低于发行价

352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1,200 低于发行价

353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3.93 2,100 低于发行价

354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久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600 低于发行价

35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3 1,200 低于发行价

356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92 5,100 低于发行价

357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大华 -凯石 1号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

产品

3.92 700 低于发行价

35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91 6,000 低于发行价

35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金管家新型高成长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3.91 600 低于发行价

36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金管家消费精选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3.91 600 低于发行价

361 冷润元 冷润元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3.91 600 低于发行价

362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1 6,000 低于发行价

363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3.91 600 低于发行价

36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个险万能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3.90 710 低于发行价

36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3.90 710 低于发行价

36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自有资金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3.90 5,890 低于发行价

367

建元天华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

建元天华投资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建元开创基金

私募基金 3.90 600 低于发行价

368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

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89 1,500 低于发行价

369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基金 3.89 600 低于发行价

370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3.89 600 低于发行价

371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

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3.88 6,000 低于发行价

372 徐留胜 徐留胜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3.83 6,000 低于发行价

373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保险产品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3.76 1,170 低于发行价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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