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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附表：网下投资者及所属配售对象报价情况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类别

拟申购价格

（元）

拟申购数量

（万股）

备注

1

深圳市旅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旅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10.21 1,000 剔除报价

2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7.13 800 剔除报价

3 祝俊明 祝俊明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7.08 600 剔除报价

4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保赢 1号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86 6,000 剔除报价

5 高雅萍 高雅萍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4.46 2,200 剔除报价

6 王安生 王安生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4.46 1,000 剔除报价

7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基金 4.45 6,000 剔除报价

8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基金 4.45 6,000 剔除报价

9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社保基金组合 4.45 6,000 剔除报价

10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社保基金组合 4.45 6,000 剔除报价

11 JPMorgan�Chase�Bank

摩根大通银行—QFII投资

账户

QFII投资账户 4.44 6,000 剔除报价

12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750 剔除报价

13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1,960 剔除报价

14

北京华一科技投资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华一科技投资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2,200 剔除报价

15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2,700 剔除报价

16 陈学赓 陈学赓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4.44 800 剔除报价

17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1,000 剔除报价

18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1,000 剔除报价

19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4.44 960 剔除报价

2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沪深 3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600 剔除报价

21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社保基金组合 4.44 1,000 剔除报价

22 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6,000 剔除报价

23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5,200 剔除报价

24 国华人寿保险股票有限公司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三号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剔除报价

25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1,200 剔除报价

26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电力公司（部属）企

业年金计划（网下配售资

格截止 2013年 11月 9

日）

企业年金计划 4.44 2,500 剔除报价

27 湖南兴湘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兴湘创富投资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600 剔除报价

28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6,000 剔除报价

29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2,000 剔除报价

3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6,000 剔除报价

3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1,500 剔除报价

32 林建华 林建华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 剔除报价

33 马秀慧 马秀慧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4.44 1,120 剔除报价

3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基金鹏诚理财新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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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900 剔除报价

35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社保基金组合 4.44 2,000 剔除报价

3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1,000 剔除报价

37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社保基金组合 4.44 1,000 剔除报价

38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850 剔除报价

39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1,000 剔除报价

40

普凯（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普凯(北京)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6,000 剔除报价

41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东方红 -新睿 5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4.44 1,200 剔除报价

42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1,200 剔除报价

43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4.44 600 剔除报价

44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9年 7月 22日）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4.44 600 剔除报价

45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光大证券金阳光 3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限额特定资产

管理计划

4.44 600 剔除报价

46 沈萱 沈萱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 剔除报价

47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万能 E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0 剔除报价

48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富德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自有资金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1,000 剔除报价

49 石惠芳 石惠芳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4.44 600 剔除报价

50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

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1,400 剔除报价

51 孙晓英 孙晓英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4.44 780 剔除报价

52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1,200 剔除报价

53

西安华商泰昌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西安华商泰昌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1,120 剔除报价

54 谢演灵 谢演灵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4.44 4,000 剔除报价

55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鑫享 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4.44 620 剔除报价

56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鑫享 3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4.44 610 剔除报价

57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1,350 剔除报价

58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900 剔除报价

59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1,000 剔除报价

60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1,200 剔除报价

61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1,000 剔除报价

62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主题策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600 剔除报价

63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1,350 剔除报价

64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1,000 剔除报价

65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超越理财 3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4.44 750 剔除报价

66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1,900 剔除报价

67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600 剔除报价

6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同鑫二号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800 剔除报价

69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城镇化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600 剔除报价

70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自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6,000 剔除报价

71 中钢投上海有限公司 中钢投上海有限公司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600 剔除报价

72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自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6,000 剔除报价

73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基金 4.44 900 剔除报价

74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积极收益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910 剔除报价

7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交通控股系统企业年

金计划

企业年金计划 4.44 980 剔除报价

7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马钢企业年金计划（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2013年 11

月 21日）

企业年金计划 4.44 800 剔除报价

7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统筹外福利

负债基金中信组合

企业年金计划 4.44 3,000 剔除报价

7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建设银行信达财

产保险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保险资金投资账户 4.44 3,000 剔除报价

7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6,000 剔除报价

80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

营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1,200 剔除报价

81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

营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 4.44 6,000 剔除报价

82 周海虹 周海虹 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4.44 3,000 剔除报价

83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 -吾同 -灵活配置

分级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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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900 有效报价

84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 -弘尚资产成长精

选 1号

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

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

产品

4.44 600 有效报价

85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 -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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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6,000 有效报价

86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 -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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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680 有效报价

87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6,000 有效报价

88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600 有效报价

89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基金 4.44 1,000 有效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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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类别

拟申购价格

（元）

拟申购数量

（万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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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类别

拟申购价格

（元）

拟申购数量

（万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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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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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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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类别

拟申购价格

（元）

拟申购数量

（万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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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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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会稽山”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是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4 年 3 月 21

日修订）（以下简称“《承销办法》” ）、《中国证监会完善新股发行改革相关措施》（2014 年 3 月 21 日

发布）、中国证券业协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2014 年 5 月 9 日修订）、《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备案管理细则》（2014 年 5 月 9 日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2014 年 5

月 9日发布）等有关规则实施后的新股发行，本次发行在网下投资者条件、回拨机制、询价及配售等方面

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2、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下发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以下简称“申购平台” ）进行，请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办法》（2014年 5月 9日修订）。 本次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采用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

《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实施办法》（2014年 5月 9日修订）。

3、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读本公告及

2014年 7月 2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的《会稽山绍

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公告》，以及分别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7 月

30日和 8月 6日刊登的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4、本次发行拟定的发行价格为 4.43 元 / 股，对应 2013 年摊薄后市盈率 14.42 倍（2013 年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计算）。 公司主营业务为黄酒，上市公司中主营黄酒

业务的公司只有两家，金枫酒业和古越龙山。 截至 2014年 7月 21日，二者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分别为 35.01倍和 44.13倍。 发行人拟定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低于可比公司金枫酒业和古越龙山，但高于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指数” ）发布的截至 2014 年 7 月 21 日的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C15）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12.88倍。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

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5、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所对应的配售对象应参与网下申购。 单个配售对象

只能申报一笔，申购价格为本次发行价格，即 4.43 元 / 股，申购数量需等于其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的拟

申购数量。 网下申购时间为 2014�年 8月 13日（T-1日）9:30-15:00�及 2014�年 8月 14日（T�日）9:

30-15:00，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登录申购平台提交申购数量。 网下申购简称

为“会稽山” ，申购代码为“601579” ，参与申购的配售对象应当全额缴付申购资金。

6、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按本次发行价格，即 4.43 元 / 股，进行申购。 网上申购的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14 日 （T 日）9:30-11:30、13:00-15:00。 网上申购简称为 “会稽申购” ， 申购代码为

“780579” 。 本次网上发行，参加申购的每一申购单位为 1,000 股，单一证券账户的委托申购数量不得

少于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必须是 1,000 股的整数倍，但不得超过其持有市值对应的网上可申购

额度，同时不得超过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 40,000股。

重要提示

1、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67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简称为“会稽山” ，股票代码

为“601579”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

2、本次发行股份均为新股，老股转让数量为零，即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

投资者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下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0,000 万股，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6,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00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3、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完成，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

投资者报价及申购情况，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募集资金需

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43元 /股。

4、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须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 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

象名单见附表，未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5、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

是否为“有效报价” ，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否则其网上申购将被视为无效申购。

6、网下投资者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进行合规核查，投资者拒绝配合主承销

商的合规核查，或未能按时提交核查文件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拒绝向其配售股票。

7、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应在申购期间及时、足额缴付申购款项。 申购资金划出时间应早于 2014

年 8月 14日（T日）15:00，到达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指定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

申购资金专户时间应早于该日 16:00。申购资金不足或未能及时到账的申购均视为无效申购。请投资者注

意资金在途时间。 关于划付资金具体事项务请仔细阅读本公告“三、（三）申购款项的缴付” 。

8、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未能参与网下申购，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

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将在《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中予

以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9、本次发行网下、网上申购于 2014年 8月 14日（T日）15:00同时截止。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并

在 2014年 8月 18日（T+2日）的《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

参见本公告中的“一、（三）回拨机制” 。

10、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安排：本次网下、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

11、若本次发行成功，发行人新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4,300 万元（包含发行费用），募集资金的

使用计划等相关情况已于 2014年 7月 15日在《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招股意

向书》中披露，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查阅。

12、本次发行可能因以下情形中止：网下最终实际申购总量低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网上申购不足

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

者存在异常情形，责令中止发行。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予以

公告。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可择机重启发行。

13、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详细阅读 2014年 7 月 1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交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下转 A1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