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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平台游走灰色边缘

□

本报记者 张洁

有别于天使VC， 股权众筹在

互联网金融领域生根发芽，并在众

多网民的追逐下迅速发展，包括京

东和淘宝在内的互联网大佬纷纷

涉水众筹平台。 虽然众筹人气十

足，但“草根”基因难以颠覆，无论

从技术支持、 专业提升， 都处于

“无蓝图”阶段。

分析人士指出，经历了P2P借

贷市场的风险败露，目前互联网投

资者对于钱财的理性认知不断提

升，无论是服务方还是受众，都从

粗放的状态向精细化的投资方式

转变。 而最为重要的是，政策监管

上，众筹仍游走在灰色边缘。

2011年之后，国内以众筹网、

原始会为代表的奖励性众筹和股

权类众筹网站开始发迹并呈现出

蓬勃发展之势。 全球众筹峰会之

后，世界范围内众筹的借鉴与融合

更加走向多元化。 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国内众筹领域发生融资事

件1423起， 国内众筹行业募集资

金总额达到2.32亿元。众筹为不少

创业者、 企业解决了资金难题，助

力发展。同时，一些业内人士认为，

由于准入门槛低、 渠道广泛等特

点，网络众筹的风险逐步显现。

虽然“草根” 众筹快速蔓延，

甚至有人认为将反噬传统VC行

业，但事实并非如此。 截至2014年

9月30日， 国内至少已有100家众

筹平台， 其中有11家倒闭或已无

运营迹象，3家发生业务转型。

“众筹仍不能突破法律边界，

很容易与敏感词 ‘集资’ 联系起

来。 ” 互联网金融资深分析人士认

为， 在国内不会有人做债权众筹，

因为它极易触及非法集资的法律

红线。 对于股权众筹来讲，通过一

些机制的设置，例如通过设立股份

制、有限合伙制企业，有可能避免

触碰到非法集资的法律要件。 虽然

不少企业在技术上不存在障碍，但

是股权投资的风险非常大，做这方

面的众筹必须慎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高

级培训中心副主任秦宝波认为，法

律肯定是要往鼓励互联网金融的

方向发展，而绝对不会采取扼杀的

态度。很多现在的法律都带有当时

设立时的背景，互联网金融正在把

技术背景改变，例如互联网会使很

多东西更透明，过去大家以为的很

多风险都已不是风险，那么相应的

法律就应改变。法律会保护健康的

互联网金融往前走。

一位传统VC从业人员告诉记

者，众筹与传统VC有本质区别。首

先， 传统VC的调研和资金投入比

众筹要大很多；第二，众筹多是面

向消费者群体， 而VC孕育的企业

生产的产品也许面对的仍是企业

客户，这样在众筹平台就较难获得

融资；第三，传统VC多是股权参与

企业，获得利润分红，而众筹更倾

向于商品回报。

不过，对于褒贬不一的众筹平

台，传统VC并不反感。“现在的众

筹平台是对整个创投业的微创新，

是对传统VC的良好补充。 ” 启明

创投创始人邝启明这样认为。

刘满平： 当前国内成品油价

格是参考国际原油的涨跌而变化

的，因此国际油价持续下跌，肯定

会导致成品油价格下跌， 而且本

轮下跌幅度较大。 成品油价格下

跌， 处于产业中游的石油炼厂受

影响最大。从短期来讲，在国内炼

化市场上， 中石油与中石化占

70%左右， 这两家公司的炼化业

务利润将会有一定缩减。 其他地

方石油炼厂由于之前存在的低价

优势也将逐步消失， 为保持市场

份额的占有， 肯定会采取降价促

销策略， 不排除个别炼厂会以低

于成本价消化库存， 结果将导致

实际下调价格要远远大于政府所

公布的价格下调幅度。

对于石油下游行业来说，总

体上是利好消息。 对于化学纤维

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汽车产业等

与石油相关性较强的行业来说，

原油和成品油价格的下降将有利

于降低石油下游行业的成本压

力， 提高产业竞争力， 增加其利

润，促进生产积极性，增加投资。

但原油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

部分消费者可能因成本降低而重

新选择原油作为燃料， 减少甚至

放弃此前成本优势明显的太阳

能、氢燃料等新能源，这样对某些

新能源行业来说， 将由于被 “替

代” 而受到一定的负面冲击。

刘满平：

油市处于短缺到过剩拐点

中关村小微企业渐受银行青睐

□

本报记者 殷鹏

在中关村近2万家企业中，

60%以上是收入在2000万元以下

的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是中

关村科技创新的活力源泉，而且也

是推动北京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力军。

然而，长期以来很多中小微企业面

临着首次融资难等问题，直接导致

这些企业难以跨越发展过程中的

“死亡谷” 。 然而随着一系列以信

用为基础的中小微企业融资解决

方案的出台，这个难题正在中关村

逐步“破冰” 。

近日，中信银行与中关村科技

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此番合作有三大亮点：一是信

贷规模倾斜，银行向高科技企业园

区首次提供300亿元意向性授信

额度；二是创新合作模式，银行除

提供传统金融服务外，还将创新与

中关村管委会的合作模式，利用信

用增级、保证保险等方式解决科技

型小微企业融资缺乏抵押物的难

题。 另外，银行还将加入中关村创

新云， 利用云服务的大数据优势，

为平台企业提供贷款审批 “绿色

通道” ；三是搭建网络化全渠道服

务。 银行将以中关村园区为核心，

通过整合“专属服务支行+社区支

行+小微支行+自助银行+网上银

行” 的渠道资源，建立网络化金融

服务模式。

“考虑过找银行贷款，但一家

轻资产、无抵押物，又没有任何贷

款信用记录的科技型初创企业，仅

是在银行开户环节就屡遭碰壁，获

得银行的资金支持谈何容易？我不

担心企业发展没有市场，担心的是

资金问题。 ” 一位中关村的创业者

说。“6457” 是去年11月人民银行

营管部与中关村管委会在对中关

村地区近两万家企业做调研时得

出的数据，它代表着从未办理过贷

款卡的企业数目———在中关村地

区， 有6457家企业从来没有跟任

何银行建立过融资联系。

目前这一状况正在发生着积

极改变。 上文所述的仅是银行青

睐中关村小微企业的案例之一。

据了解， 为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

融服务， 帮助企业度过 “死亡

谷” ， 中关村进行了多年的探索

实践，与多家银行合作，实施了包

括 “瞪羚计划” 、“展翼计划” 、

“零信贷拓展活动” 、“贷款保证

保险” 等一系列以信用为基础的

小微企业融资解决方案； 针对担

保贷款、 信用贷款、 股权质押贷

款、 信保融资等不同融资方式出

台了专门的资金支持政策； 同时

积极引导银行、 保险等金融机构

及相关中介组织在中关村聚集发

展， 小微企业已在中关村迎来快

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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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交易所宣布筹备在

港交所的新资讯中心专门设立

办公室，该交易所销售及客户部

主管周士达此前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该交易所和香港交易

所直接连接可以加快交易速度、

降低交易成本，如果“沪港通”

试点取得成功，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促进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跨境

资金流动，新加坡交易所将从中

受益。 今年8月，有消息显示，日

本政府有意建立综合性交易所，

让投资者能够“一条龙” 地参与

股票、利率产品以及大宗商品的

交易。 韩国也公告称将放宽主板

涨跌幅限制，由现行的15%扩大

至30%， 以抵御沪港通后A股纳

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带来的冲

击，韩国担忧这将削弱其在该指

数中的权重。

海外资金可达9000亿

在沪港通给亚洲其他交易

所带来冲击之时， 全球配置A

股的兴趣正浓， 来自全球的资

金已经聚集在香港等着 “开

门” 那一刻。

9月， 瑞银证券在上海举办

的一场沪港通策略研究会吸引

了近280位投资者参加， 其中

70%来自海外，30%为本土投资

者。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参会采访

时了解到，这些投资者来自新加

坡、 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他

们最为关注的是如何进入A股市

场获得投资机会。 沪港通政策的

实施，便变相使其他投资资金绕

过QFII进入A股市场。

按照兴业证券测算，沪港通

开通后，加上QFII，假设额度全

部用完， 海外投资者投资A股规

模理论上将达到9000亿元，是目

前所有基金投资A股市值的

77%。

“近期有德国、 美国的投资

者来我们这里调研，他们非常关

心分红和业绩稳定情况。 ” 一家

蓝筹股公司人士透露，讲好沪港

通的故事已经成为A股上市公司

市值管理的手段。

对于投资者偏好， 中信证

券透露，已经针对投资者进行了

意向调查， 在业务正式开启前，

个人投资者对港股通交易规则、

对国际市场风险、汇率风险等不

甚了解。 随着投资者教育的深入

推进和港股通业务的开启，个人

投资者的参与度将不断提高。 而

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度将明显高

于个人投资者，随着港股通的开

启，专业机构投资者围绕港股通

的产品创设和创新将开启，个人

投资者对港股类产品的投资需

求也会提高。 随着港股通业务的

开展，沪港通的标的证券范围会

进一步扩大，总额度和每日额度

也会提高。

每日交投并非100多亿元

事实上，针对沪港通的交易

预判在临近开闸之时更为热门。

有消息人士透露沪港通之所以

确定以130亿元和105亿元为每

日额度的上限，是按照沪、港交

易所标的每日成交额5%至10%

之间的比例确定的。 值得注意的

是，目前所设定的总额度及每日

额度上限不会刻板执行，而将根

据市场情况允许少许突破，例如

港股通当日交易已经接近105亿

元时， 从104亿元增至105.5亿

元，虽然多出0.5亿元，但仍会予

以执行。

此外，对于每日额度的具体

执行细节，交易所在针对券商的

内部培训时明确表示将以轧差

计算， 这意味着每日额度 “上

限” 不能理解为当日流入总额上

限，而是买入、卖出额抵消之后

的差额，沪港通的实际成交额将

超过额度上限。

不过， 在一片乐观声中，无

法忽视的是沪港通带来的影响

绝对不是增量资金进入而已，而

是一个复杂的作用过程，最终效

果如何有待市场检验。

瑞银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中国证券研究副主管陈李表示，

投资者可能低估了沪港通的长

期影响。 根据测算，境外资金持

仓市值可能会增加到全部A股自

由流通市值的近10%， 仍然是

“少数派” ， 但具有明显价格影

响力。 他指出：短期内市场对沪

港通预期过高，沪港通在技术细

节方面存在一些限制，比如卖出

交易与托管制度、 交易时间安

排、股东权利安排、税收制度以

及汇率结算风险等。 上述限制可

能在沪港通施行初期制约参与

资金的规模。

“很多人在预测沪港通首日

额度会瞬间用掉，而且初期资金

只进不出，我并不认同。” 一位欧

洲机构投资者在券商组织的内

部交流会上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自从沪港通宣布以来，A股

已经大幅上涨，外资并不会无原

则地埋单，“沪港通交易来日方

长， 初期交易肯定以机构为主，

交投并不活跃，为什么一定要首

日就杀进去？ 更重要的是沪港通

引入了融资融券业务，融券业务

目前在中国规模不大，但在海外

市场却是非常成熟的交易模式。

香港券商为吸引客户必须大量

储备可供融券卖出的标的，这将

为个股杀跌带来隐患。 ”

创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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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领航 创投赶潮移动医疗投资

□

本报记者 刘兴龙

近期，一股移动医疗的投资

热席卷了资本圈，引领此次热潮

的是BAT（百度、阿里、腾讯）这

样的互联网巨头，试图利用自身

平台资源， 加速融合医疗资源。

与此同时，PE/VC也毫不示弱，

面对移动医疗产业2017年市场

规模有望超百亿元的“诱惑” ，他

们把针对慢性疾病、医患互动的

移动医疗产品作为投资对象。

大佬瞄准规模化产品

10月15日，微信智慧医疗解

决方案落地上海，上海市第一妇

婴保健院上线微信全流程就诊。

就在前两天， 腾讯以1亿美元领

投在线医疗网站挂号网。

“从腾讯的投资路径可以看

出，之前投资丁香园是为优质医

生资源，而现在的投资很明显是

为抢夺用户。 ” 一位从事移动医

疗投资的创投人士表示，对于移

动医疗市场来讲，挂号意味着入

口，所以要想争夺市场主导权，抢

占挂号入口非常关键。

挂号网已经营4年， 此次是

挂号网第三轮融资。目前，挂号网

已接入全国23个省份超过900家

重点医院， 实名认证的注册用户

超过3700万人，有12万医生通过

挂号网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服

务， 是当前用户规模最大的移动

医疗平台。

通过眼花缭乱的投资，BAT

对于移动医疗的布局紧锣密鼓地

进行。 9月2日，定位于医疗健康

的互联网公司丁香园宣布， 获得

了腾讯7000万美元的C轮投资，

再次刷新移动医疗健康领域的融

资金额。早在今年初，阿里巴巴集

团联手云锋基金， 对中信集团旗

下中信二十一世纪有限公司进行

总额1.7亿美元的战略投资，看重

的正是其在药品电子资讯方面的

积累。 BAT之外的另外一家市值

超百亿美元的公司小米， 也在9

月19日宣布投资2500万美元战

略入股九安医疗旗下的iHealth。

景林资产董事芮伟认为，中

国健康服务业未来的发展规模可

观，这是吸引BAT蜂拥投资的主

要动力。 “医疗服务领域门槛较

高，而信息技术领域创新性强、成

长性好，在这二者的交叉环节中，

一定会产生足够规模的金矿。 ”

目前BAT均以自身优势布局

互联网医疗。阿里巴巴通过“牌照

+支付宝” ，今年5月推出“未来医

院”计划，通过支付宝对医疗机构

开放自己的平台，包括账户体系、

移动平台、支付及金融解决方案、

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帮助医院

提高运转效率， 优化医疗资源配

置。百度的侧重点在于“智能硬件

+大数据” ，7月与智能设备厂商

和服务商联手推出 “北京健康

云” ， 与百度云形成无缝对接，用

户通过这些健康感知设备， 可实

时监测到自身健康数据。

创投加速布局潜力股

“从趋势来看， 医疗与互联

网， 特别是与移动互联网的结合

机会巨大。 大家都有对健康管理

的需求， 无论是对针对老人、小

孩， 还是患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

的病人， 实时监控和预警对于其

疾病的控制有很大作用。 ” IDG资

本合伙人余征坤认为， 国内移动

医疗行业有着巨大的投资机会。

就在BAT布局规模大、用户

多的移动医疗产品时，PE/VC也

在加紧步伐布局一些“潜力股” 。

2014年10月8日， 康复圈获得数

百万元天使投资， 康复圈旨在通

过拥有一系列自动化患者随访互

动与通讯工具， 实现提升患者护

理水平， 改进医患关系；9月15

日， 博医帮完成500万美元的新

一轮融资，由北极光创投领投，阿

米巴资本、汉能跟投，博医帮是一

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糖尿病远程

管理服务平台及移动应用；8月

30日， 医疗互联网平台 “看处

方” 完成500万美元的新一轮融

资。此次融资由红杉资本领投，光

速创投跟投。 8月19日，春雨掌上

医生获得5000万美元的C轮融

资，此轮投资由中金公司、盾安集

团旗下的如山创投和淡马锡旗下

的Pavilion共同完成， 蓝驰创投

继A、B轮后跟投数百万美元。

规模巨大的市场空间是让创

投豪掷巨资的信心来源， 专业机

构预测，到2017年全球移动医疗

市场的规模达到230亿美元。 国

内移动医疗的市场空间同样诱

人， 高血压患者数量高达3.3亿

人，糖尿病患者也有1.14亿人，而

且慢性病发病群体呈现年轻化趋

向。不仅如此，中国人口老龄化严

重，目前超过65岁的老龄人口占

总人口的9.5%，2030年该指标将

达到16.2%。 这些慢性病或老龄

化群体都不约而同地需要通过移

动医疗设备监测生理指标。 据第

三方机构艾媒咨询预计， 由刚需

产生的中国移动医疗的市场规模

今年将达23.4亿元，2017年底将

突破125亿元。

平安创新投资基金总经理

张江表示，尽管移动医疗行业刚

刚起步，不过迅速吸引用户的魅

力有望让其规模得到迅速发展，

这让创投机构的投资变得更有

必要、更加紧迫。 “由于有苹果

和谷歌等公司的推动，整个市场

的应用和硬件发展速度很快，应

用的获客成本相对较低，扩散速

度快， 产品更新迭代速度也快；

而快速低成本获取客户和产品、

快速更新迭代正是移动互联网

的特征之一。 ”

董秘价值：心随朗日高 志与秋霜洁

□

顺鑫农业董秘 安元芝

中国资本市场20多年风风

雨雨，淘尽无数风流人物，也磨

砺出董事会秘书这一角色。 由最

初的“秘书”定位，到如今的“高

管” 角色，并且依然在往更深层

次拓展演变，“公司对外发言

人” 、“监管部门指定联络人” 、

“公司资本运作筹划人” 等各种

头衔，一时风光无限，无出其右。

下面就我个人担任董秘以来，对

董秘职能的理解以及董秘工作

的担当发表一些浅见。

《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设

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大会

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件保管

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的管理，办理

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 对此，我

想每一位董秘都会付之一笑，缄

口不言。 不管是《公司法》还是

《上市规则》， 都只是对董秘的

最低职能作出要求，董秘实际所

做的远远不止这些， 在资本运

作、并购盛行的资本市场，董秘

工作的着力点不只在基本功，更

要深度修炼，借助资本市场的大

平台，引领上市公司做大做强。

董秘是一份苦差事， 一些资

深董秘这样描述董秘基本功，对

公司的战略把控、 公司治理要担

当急先锋的角色； 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 市场营销等要能担当一线

员工的角色； 在行业及财务方面

的知识要能胜任证券公司或基金

行业研究员的工作； 在证券法律

法规等方面的知识要能胜任律师

事务所的工作。 董秘的工作内容

已经远远超越了最初与监管部门

的沟通联络、 协调公司与投资者

之间的关系、 处理公司信息披露

事务、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股

权事务管理、 三会组织与文件的

保管等的基本工作范畴， 工作内

容和挑战性大幅增加。 董秘是一

份风险活儿，在监管层、投资者和

管理层关系的协调上， 有这样的

说法： 站在投资者和监管层的立

场，势必与董事会、董事长冲突；

站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立场，势

必会和投资者、监管层对立。取舍

之间， 董秘最后只能倒向上市公

司一方。董秘自身谨言慎行，还要

提醒“董监高”注意说话分寸，防

止内幕信息泄露， 规范股票买卖

操作，注意时间窗口。一旦出现问

题，董秘首当其冲，最终的结果，

董秘们多会沦落成替罪羊， 轻则

点名批评，重则被终生行业禁入。

董秘是一份考校操守的职业，作

为公司重大事项的参与者和责任

人，董秘身在其中，既要经受人情

世故的考验， 也要经受短线牟利

的诱惑，“一失足成千古恨” 的案

例比比皆是，有人用“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来形容其中的无奈。

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上半年

以来， 已有72位董秘辞职，17位

董秘被处罚， 如何认知董秘这一

职业，董秘工作的价值取向何处？

董秘是一份简单的职业，相

关法律法规的界定比较笼统，并

且从字面上看，其处理的大部分

属于事务性工作，根据其职能定

位，则给予一些人从事该职业的

机会，背景五花八门，资历深浅

不一，有分析提到，董秘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帮助企业上市上，待

企业成功上市后，董秘工作就变

得缺乏挑战性。 其实不然，董秘

工作的挑战正是从上市开始，随

着国内资本市场日益完善，监管

措施日趋严格，资本运作的复杂

性日益突出，保护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也

成为焦点之一，与资本市场革新

不期而遇的董秘工作成为重中

之重，同时也为有志、有识之士

提供了广阔舞台。

作为上市公司董秘，单纯为

利益而工作、为工作而工作的做

法，难以带动上市公司经受大风

大浪，也不能在大是大非的问题

上，保持客观独立的立场，这样

必定是误己误人，不只自身愧于

担任这个职位，也耽误了上市公

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能够做好董

秘工作的人，必定是深刻理解其

价值并致力于实现其价值的人，

必定是有理想有追求并不辞辛

苦去实现的人，这样的人既身兼

“敬业” 、“奉献” 、“高尚” 的职

业精神， 又具备 “专业” 、“务

实” 、“精湛” 的业务技能，作为

一个优秀的“舵手” ，能够带动

上市公司的大船，稳步行驶在资

本市场的激流中，越行越远。

董秘是上市公司内部“最外

向” 的职位，处于资本圈各方利

益交汇的枢纽点。 由此构成董秘

特定的圈子， 核心是董秘群体，

再有券商投行人员、律师、会计

师、分析师、投资者、监管人员、

媒体记者等形成董秘特有的人

脉圈。 通过圈子交流，董秘可以

及时了解国家的政策调整和投

资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从而时时

提升专业能力，调整上市公司动

向，带领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披

荆斩棘、乘风破浪。

唐太宗李世民《经破薛举战

地》 中有这样一句诗“昔年怀壮

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

秋霜洁。 ”用来说明董秘工作的价

值取向再好不过： 从事董秘工作，

胸怀的是壮志， 抒发的是豪气，挥

洒的是热血，所求的无非是才尽其

用。“风雨春归，飞雪春到” ，历经

风雪，只为“待到山花烂漫时，她

在丛中笑”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董事会秘书委员会供稿）

平安发展投资账户

平安保证收益投资账户

平安基金投资账户

平安价值增长投资账户

平安精选权益投资账户

平安货币投资账户

10月 10 日 10月 13 日 10月 14 日 10月 15 日 10月 16 日

买入价

3.0041

1.6569

3.3436

1.9965

0.9031

1.3027

卖出价

2.9452

1.6244

3.2781

1.9573

0.8854

1.2772

买入价

2.9986

1.6577

3.3366

1.9975

0.9015

1.3035

卖出价

2.9399

1.6251

3.2712

1.9583

0.8839

1.278

买入价

2.9945

1.6579

3.3284

1.9996

0.8981

1.3041

卖出价

2.9358

1.6253

3.2632

1.9603

0.8805

1.2786

买入价

3.0022

1.6581

3.3421

2.003

0.9022

1.3047

卖出价

2.9434

1.6255

3.2766

1.9637

0.8846

1.2792

买入价

2.9872

1.6583

3.3153

1.9893

0.8886

1.305

卖出价

2.9287

1.6257

3.2503

1.9502

0.8712

1.2795

2000年 10 月 23 日

2001 年 4 月 30 日

2001 年 4 月 30 日

2003 年 9 月 4 日

2007年 9 月 13 日

2007年 11 月 22 日

投资账户设立时间

投资账户名称

中国平安人寿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4-112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泰化学” ）

五届十一次董事会、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在向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增

资 120,000万元后募集资金账户的剩余资金将全部永久补充中泰化

学流动资金。 详细内容见2014年8月22日、2014年9月16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89）、《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

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实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

2014-101)。

2014年10月15日，公司完成了向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

司的增资工作。 2014年10月17日，公司将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分 行 开 立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65101560063876190000中8,817,590.72元剩余募集资金已全部转

出，用于永久补充中泰化学流动资金，并注销了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募集资金专户注销事项通知保荐

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八日

海外资金涌港意在

A

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