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智造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为

001643

C

类为

001644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9

月

1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24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泰康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基金代码

:001798

C

基金代码

:001799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25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1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泰信国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569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2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1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医疗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766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2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1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815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2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17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安新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800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8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001741 E

类

：001742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8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7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永赢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754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7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16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富国绝对收益多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41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2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15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兴业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23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2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14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810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21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14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商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723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9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1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中国稀缺资产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79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7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7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702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6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2

日

基 金 发 行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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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5-064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补充流动资金的

相关说明及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及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拟使用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3.03亿元用于补充酒店业务流动资金， 详见公司于2014

年12月30日公告的《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正处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阶段，为维护全体股东权益，公司将采取措

施确保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酒店业务，不会用于房地产业务。

一、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近几年，公司资产负债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截至2015年3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80.90%，远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既加剧了公司财务风险，又限制了公

司银行融资能力；同时，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处于同行业较低水平，截至2015年3月末，

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为0.71和0.18，流动性风险较高。 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与可比上市公司比较如下：

证券简称 资产负债率（合并）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零七股份（000007） 47.43% 1.48 1.42

东方宾馆（000524，现更名

为“岭南控股” ）

29.11% 1.28 1.21

大东海A（000613） 26.00% 0.85 0.84

锦江股份（600754） 23.19% 0.60 0.60

金陵饭店（601007） 37.82% 1.89 1.43

平均值 32.71% 1.22 1.10

华天酒店（000428） 80.31% 0.71 0.18

如上表所示，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同行业较高水平，而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处于较低

水平， 公司通过股权融资方式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降低流动性风险的需求较为强烈。 以

2015年3月末的财务数据进行模拟测算，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投入张家界华天城酒店建设项

目、 偿还银行贷款100,000万元及补充流动资金3.03亿元后， 公司资产负债率将降低至

64.21%，但仍高于酒店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公司酒店业务流动资金需求较高， 主要体现在：（1） 公司酒店以中高端商务酒店为

主，自营及承包经营酒店数量众多，酒店及餐饮用品采购数量多，更新频次快，日常保养维

护费用及酒店物业租金较高，导致公司酒店业务日常经营所需资金量较大；（2）公司近年

新开业或试营业的张家界华天酒店、娄底华天酒店尚未进入成熟运营期，永州华天酒店正

在建设过程中，开业资金投入及后续运营资金需求较大；（3）公司面临精品中档酒店发展

的良好机遇，拟采用承包方式拓展中档精品酒店，对应的承包费用及日常经营支出等资金

需求较高。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公司酒店服务业流动资金，可有效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提升

公司经营效率。

二、补充流动资金未来预计投向

公司酒店业务流动资金未来将主要用于以下方向：（1）自营酒店日常经营支出；（2）

新建自营酒店开业费用支出及后续日常经营支出；（3） 承包式酒店承包费用及日常经营

支出。未来三年，公司拟使用3.03亿元募集资金补充酒店业务流动资金，具体资金投向预计

如下：

1、自营酒店日常经营支出

公司目前正式营业的自营酒店共12家，包括华天大酒店总店、潇湘华天大酒店、株洲

华天大酒店、长春华天大酒店、邵阳华天大酒店、灰汤华天大酒店、湘潭华天大酒店、星沙

华天大酒店、益阳华天大酒店、北京世纪华天大酒店、武汉华天大酒店和益阳银城华天大

酒店。 公司自营酒店主要为中高端酒店，日常经营现金支出处于较高水平，流动性需求较

高。 未来三年，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17,765万元补充自营酒店流动资金需求，补充流动资

金将主要用于自营酒店新增资金需求， 主要包括酒店用品更新采购 （如布草、 生活用品

等）、餐饮材料及设备采购、设备日常保养维护（窗帘、地毯更新及其他设备维护等）、员工

招聘及培训费用、广告宣传营销费用、物业租金支出等。

2、新建自营酒店开业费用支出及后续日常经营支出

公司目前新建自营酒店共三家，为张家界华天酒店、娄底华天酒店和永州华天酒店，

其中，张家界华天酒店及娄底华天酒店已进入试营业，尚有大部分客房及餐饮服务未对外

经营，永州华天酒店仍在建设过程中。 与成熟自营酒店不同，除后续日常正常经营支出外，

新建酒店住宿、餐饮周转材料、生活用品、经营设备需大量新置，酒店工作人员需大量招

聘，开业费用处于较高水平。 未来三年，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6,035万元补充新建酒店开业

费用支出及后续日常经营支出，其中，娄底华天酒店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2,800万元，永州

华天酒店为2,200万元，张家界华天酒店为1,035万元。

3、承包式酒店承包费用及日常经营支出

随着人们自我意识和个性化需求增加，加之消费价格较为实惠，逐渐兴起的中档精品

酒店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未来，公司将会加大对中档精品酒店的市

场投入。 由于承包经营模式较自营酒店资金成本较低，且扣除承包费用后的收益完全由公

司享有，对于具有较好经济前景的酒店项目，公司将通过租赁酒店物业并对其装修改造，

以承包模式对中档精品酒店进行经营管理。

公司目前拥有五家承包式酒店，主要以中高端酒店为主，目前年承包费用合计约为2,

200万元。 公司计划未来三年通过承包模式发展6至8家中档精品酒店，预计每年承包费用

及经营支出费用合计为2,400万元至3,200万元。 未来三年上述承包费用及日常经营支出

费用累计为13,800万元至16,200万元， 公司拟使用6,500万元流动资金补充上述资金需

求。

三、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不用于房地产业务的承诺及具体措施

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确保补充流动资金全部用于酒店业务，不会用于房地产业务，具

体措施如下：

1、公司对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用途作出如下承诺：

（1）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建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制度，并严格按

照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补充流动资

金将全部用于公司酒店业务，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房地产项目。

（2）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存放并使用募集资金，使募集资金的运用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程序进行。 公司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

内将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在三

方监管协议中明确约定：专户内资金不得用于房地产及相关业务的支出，专户内资金不得

向发行人房地产子公司或与房地产相关业务账户进行划款， 由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募集资

金不用于房地产及相关业务予以监管。

2、募集资金使用期间，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1）公司内审部门每季度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内部审计，如发现公司存在将募

集资金用于房地产业务的情形， 将通过审计委员会及时报告公司董事会并公开披露相关

情况；

（2）会计师对公司年度报告进行审计及保荐机构持续督导过程中，将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如发现公司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房地产业务的情形，将及时报

告公司董事会并公开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补充流动资金的

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及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华天酒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酒店” 、“公司” ）拟非公开发行股票30,000万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165,300万元，其中，拟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3.03亿元补充酒

店业务流动资金。 保荐机构对华天酒店补充流动资金是否用于房地产业务进行了专项核

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补充流动资金必要性分析

截至2015年3月末，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80.90%，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分别为0.71和

0.18，资产负债率较高，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低，公司流动性风险较高。

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与可比上市公司比较如下：

证券简称 资产负债率（合并）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零七股份（000007） 47.43% 1.48 1.42

东方宾馆（000524，现更名

为“岭南控股” ）

29.11% 1.28 1.21

大东海A（000613） 26.00% 0.85 0.84

锦江股份（600754） 23.19% 0.60 0.60

金陵饭店（601007） 37.82% 1.89 1.43

平均值 32.71% 1.22 1.10

华天酒店（000428） 80.31% 0.71 0.18

如上表所示，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同行业较高水平，而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处于较低

水平， 公司通过股权融资方式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降低流动性风险的需求较为强烈。 以

2015年3月末的财务数据进行模拟测算，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投入张家界华天城酒店建设项

目、 偿还银行贷款100,000万元及补充流动资金3.03亿元后， 公司资产负债率将降低至

64.21%，但仍高于酒店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公司酒店业务流动资金需求较高， 主要体现在：（1） 公司酒店以中高端商务酒店为

主，自营及承包经营酒店数量众多，酒店及餐饮用品采购数量多，更新频次快，日常保养维

护费用及酒店物业租金较高，导致公司酒店业务日常经营所需资金量较大；（2）公司近年

新开业或试营业的张家界华天酒店、娄底华天酒店尚未进入成熟运营期，永州华天酒店正

在建设过程中，开业资金投入及后续运营资金需求较大；（3）公司面临精品中档酒店发展

的良好机遇，拟采用承包方式拓展中档精品酒店，对应的承包费用及日常经营支出等资金

需求较高。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公司酒店服务业流动资金，可有效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提升

公司经营效率。

（二）补充流动资金未来预计投向

未来三年，公司拟使用3.03亿元募集资金补充酒店业务流动资金，具体资金投向预计

如下：

1、自营酒店日常经营支出：公司自营酒店主要为中高端酒店，日常经营现金支出处于

较高水平，流动性需求较高。 未来三年，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17,765万元补充自营酒店流

动资金需求，补充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自营酒店新增资金需求，主要包括酒店用品更新采

购（如布草、生活用品等）、餐饮材料及设备采购、设备日常保养维护（窗帘、地毯更新及其

他设备维护等）、员工招聘及培训费用、广告宣传营销费用、物业租金支出等。

2、新建自营酒店开业费用支出及后续日常经营支出：公司目前新建自营酒店共三家，

为张家界华天酒店、娄底华天酒店和永州华天酒店，其中，张家界华天酒店及娄底华天酒

店已进入试营业， 尚有大部分客房及餐饮服务未对外经营， 永州华天酒店仍在建设过程

中。 与成熟自营酒店不同，除后续日常正常经营支出外，新建酒店住宿、餐饮周转材料、生

活用品、经营设备需大量新置，酒店工作人员需大量招聘，开业费用处于较高水平。 未来三

年，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6,035万元补充新建酒店开业费用支出及后续日常经营支出，其

中，娄底华天酒店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2,800万元，永州华天酒店为2,200万元，张家界华

天酒店为1,035万元。

3、承包式酒店承包费用及日常经营支出：公司目前拥有五家承包式酒店，主要以中高

端酒店为主，目前年承包费用合计约为2,200万元。公司计划未来三年通过承包模式发展6

至8家中档精品酒店， 预计每年承包费用及经营支出费用合计为2,400万元至3,200万元。

未来三年上述承包费用及日常经营支出费用累计为13,800万元至16,200万元， 公司拟使

用6,500万元流动资金补充上述资金需求。

（三）公司对补充流动资金不投入房地产业务的专项承诺

公司对补充流动资金不投入房地产业务作出承诺如下：

1、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建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制度，并严格按照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补充流动资金

将全部用于公司酒店业务，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房地产项目。

2、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存放并使用募集资金，使募集资金的运用严

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程序进行。 公司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

将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在三方

监管协议中明确约定：专户内资金不得用于房地产及相关业务的支出，专户内资金不得向

发行人房地产子公司或与房地产相关业务账户进行划款， 由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募集资金

不用于房地产及相关业务予以监管。

（四）保荐机构对公司补充流动资金不用于房地产业务的监督措施

1、保荐机构将按照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严格监督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使用情

况，对于流向异常的大额资金支出，保荐机构将通过电话或现场检查等方式，对资金用途

进行核查。

2、在持续督导过程中，保荐机构将敦促上市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切实履行资金使用程序，确保募集资金用途全部用于酒店业务。

3、在持续督导报告中，保荐机构将至少每半年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

行一次现场检查，检查过程中，如发现公司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房地产业务的情形，将及

时报告公司董事会并督促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相关情况。在保荐机构出具的《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报告》，保荐机构将对公司补充流动资金是否用于房地产业

务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保荐代表人签名：张刚 汤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469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2015-040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26,802,79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8.0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9月8日；

3、公司上市后有关限售股解禁情况详见本公告下文（第“二” 部分）。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49,644,

056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063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16,6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并于2010年9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挂牌交易，股票简称“三维工程” ，股票代码“002469” 。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66,244,

056股。

二、上市后股本变动、限售股解禁及目前股本结构情况

（一）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1、2011年4月20日，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0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以2010年末的总股本66,244,056股为基数，以可供分配利

润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7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1年4月29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112,614,

895股。

2、2012年3月9日，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预案》，以2011年末的总股本112,614,895股为基数，以可供分配利润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

股。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2年3月29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168,922,342股。

3、2013年3月20日，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预案》，以2012年末的总股本168,922,342股为基数，以可供分配利润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

股。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3年4月3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253,383,513股。

4、2013年8月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3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

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33名激励对象2012年度考核均为合格，该等激励对象可在自首次授

予日起满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满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的可行权期间内行权。 2013年11月，31名激励对象行权（2名激励对象放弃行权）获得股票

1,282,500股。 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253,383,513股增至254,666,013股。

5、2014年4月2日，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预案》，以2013年末的总股本254,666,013股为基数，以可供分配利润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

股。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4年4月16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331,065,816股。

6、2014年9月1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4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

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本期行权条件已经满足，63名激励对象2013年

度考核均为合格，该等激励对象可在本次可行权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满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的可行权期间内行权。 2014年9月，60名激励对象行权（3

名激励对象放弃行权）获得股票1,940,250股。 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331,065,

816股增至333,006,066股。

（二）上市后限售股解禁情况

1、2011年9月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对外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1-027）。 公司申请于2011年9月8日对

3名机构股东所持公司上市前股份按承诺进行全部解禁。 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680万股，

占2011年9月8日公司股本总额的6.03%。详见公司2011年9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披

露。

2、2013年9月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对外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3-03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结合公

司股东作出的限售承诺，公司申请于2013年9月9日对股东所持公司上市前股份按承诺进行

解禁，本次申请解禁情况如下：

（1）将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86名股东所持公司上市前股份全部解除限售；

（2）由于上述申请解除限售的86名股东中的26名股东（含公司控股股东山东人和投

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起人股东，该等26名发起人股东同时承诺“前述承诺期满之日起算

48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 为严格履行承诺，公

司对其中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16名发起人股东所持公司上市前股份的

75%追加锁定为首发后限售股；对其中同时作为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10名发

起人股东所持有公司上市前股份的75%登记为高管锁定股；

（3）本次实质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8,717.24万股，占2013年9月9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34.40%。 详见公司2013年9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披露。

3、2014年9月4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对外发布了《关于部分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4-042）。公司申请于2014年9月9日对16名股

东（含1名机构股东）所持公司“80,408,377股限售股份” 中的“26,802,793股” 予以解除

限售。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2014年9月9日公司股本总额的8.10%。具体详见公司2014年9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披露。

（三）目前股本结构情况

目前公司股本总额为333,006,066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252,519,958股，限售流通股

80,486,108股（其中：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14,947,239股；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38,

658,345股；高管锁定股：26,880,524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1、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曲思秋及其他24名自然人股东（发起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前述承诺期满之日起算48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控股股东山东人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和投资” ）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前述承诺期满之日起算48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公司控股股东人和投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公司目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贵

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在本公司为三维工程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期间，本公司不

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独自经营、合资经营、联营等方式拥有其

他公司或企业的股权或权益）从事与三维工程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本

公司不会利用在三维工程的控股地位及控制关系进行有损三维工程以及三维工程其他股

东合法利益的经营活动。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事项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

述承诺事项而给三维工程造成损失，本公司将依法赔偿由此给三维工程造成的经济损失。

实际控制人曲思秋先生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人目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三维

工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在本人为三维工程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不会直接或间接地

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独自经营、合资经营、联营等方式拥有其他公司或企业的

股权或权益）从事与三维工程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本人不会利用在三

维工程的实际控制地位进行有损三维工程以及三维工程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经营活动。本

人对上述承诺事项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给三维工程造成损

失，本人将依法赔偿由此给三维工程造成的经济损失。

2、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3、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承诺。

4、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2015】18号公告精神，于2015年7月9日签署《股份限售承诺函》，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六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三维工程的股份。 另外，在上述承诺期内，若增持三维工程股份，自增

持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

5、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法定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无其他承诺。

（二）公司26名发起人股东（人和投资及曲思秋等25名自然人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

承诺：前述承诺期满之日起算48个月内，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

数的25%。 该承诺是指发起人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

前股份因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所增加的股份，在36个月锁定期届满后其后的48

个月内每年上市流通不超过25%，48个月承诺期限届满则股份流通不受限制。在此期间，如

公司有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则可转让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如遇节假日等休市

日情况，上市流通日也将作相应调整。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每个年度可转让股份

的最高额度，不得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规

定。

上述承诺及承诺注释已经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审核并对此分别发表了无异

议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2014年9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披露。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情形，公司也不存

在对其违规担保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9月8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6,802,79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8.05%。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6人。

公司26位发起人股东中，曲思秋、李祥玉、孙波、王春江、邵世、高勇、王成富、谷元明、何

智灵、林彩虹等10人为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为从严管理，公司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已于2013

年9月把曲思秋等10人所持股份登记为高管锁定股（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若在发起人承诺期限内该等人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职

务，其应继续履行发起人股东相关承诺。故此次申请解锁的人员为不在公司担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的16位发起人股东（含公司控股股东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

（四）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全称

公开发行前持

有本公司股份

数①

公开发行前持

有股份数按权

益分派后计算

总数②

所持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③

备注

1

山东人和投资

有限公司

15,548,857 77,316,690 38,658,345 19,329,173

控股股东、发

起人股东

2 范西四 666,371 3,313,530 1,656,765 828,383 发起人股东

3 李维义 666,371 3,313,532 1,656,767 828,383 发起人股东

4 崔洪亭 391,264 1,945,560 972,779 486,390 发起人股东

5 周葆红 376,645 1,872,867 936,434 468,217 发起人股东

6 杜兰芳 376,645 1,872,867 936,433 468,217 发起人股东

7 毕彩虹 376,645 1,872,867 936,436 468,218 发起人股东

8 侯京立 376,645 1,872,867 936,436 468,218 发起人股东

9 勾西国 376,645 1,872,867 936,433 468,217 发起人股东

10 邹秀英 376,644 1,872,862 936,433 468,216 发起人股东

11 高 炬 376,644 1,872,862 936,433 468,216 发起人股东

12 朱继兰 376,644 1,872,862 936,431 468,216 发起人股东

13 黄近城 376,644 1,872,862 936,433 468,216 发起人股东

14 唐文祥 376,644 1,872,862 936,431 468,216 发起人股东

15 张淑玲 376,644 1,872,862 936,431 468,216 发起人股东

16 臧淑香 144,863 720,331 360,164 180,082 发起人股东

合 计 21,560,815 107,211,150 53,605,584 26,802,794

备注：1、②=①X（1+70%）X（1+50%）X（1+50%）X（1+30%）；③=②X25%；

2、上述股东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均不存在股份冻结及质押的情况；

3、上述股东中“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控股法人股东，其余15名为自然人

股东，且均不在公司担任董监高的职务；

4、上述有关数值可能与计算值略有不同，主要系权益分派实施过程中对零碎股（不足

1股部分）进行舍入处理所致。

（五）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

披露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五、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31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长信富海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19953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人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9

月

1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24

日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禁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上市流通时间

002542

中化岩土 上海领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20,183,692 20,183,692 2015-9-2

002446

盛路通信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16,761,903 16,761,903 2015-9-7

002456

欧菲光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

100,452,000 100,452,000 2015-9-7

服务项目成交结果公示的公告。

格林美(002340)公布关于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

结果的公告。

巨力索具(002342)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完成的公告。

高乐股份(002348)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康力电梯(002367)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

告。

丽鹏股份(002374)公布关于解除并签订对外投资设立合资

公司合作协议的公告。

东山精密(002384)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的公告。

海普瑞(002399)公布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进展公告。

江苏神通(002438)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中南重工(002445)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和重新

质押的公告。

欧菲光(002456)公布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中超电缆(002471)公布关于投资设立宜兴市中超利永紫砂互

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筹）的公告。

圣莱达(002473)公布关于董事长代行董秘职责的公告。

广田股份(002482)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深圳市宁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润邦股份(002483)公布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

进展的公告。

达华智能(002512)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

购业务的公告。

金字火腿(002515)公布关于“金字” 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

商标的公告。

银河电子(002519)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南方轴承(002553)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益盛药业(002566)公布关于公司参与竞买土地使用权的进展

公告。

西陇化工(002584)公布关于电商平台“有料网” 上线的公告。

恒大高新(002591)公布关于一致行动人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

公告。

*ST舜船(002608)公布重大债权债务事项进展公告。

捷顺科技(002609)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露笑科技 (002617) 公布关于公司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

告。

丹邦科技(002618)公布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中泰桥梁(002659)公布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鞍重股份(002667)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

告。

宏大爆破(002683)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美盛文化(002699)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变更名称及增加注册资

本的公告。

海欣食品(002702)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良信电器(002706)公布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

公告。

东易日盛(002713)公布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金轮股份(002722)公布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金莱特(002723)公布关于投资设立浙江安备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的公告。

中矿资源(002738)公布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权解除

质押的公告。

万达院线(002739)公布关于战略投资时光网的公告。

埃斯顿(002747)公布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粤华包Ｂ(200986)公布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立思辰(300010)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新宁物流(300013)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钢研高纳(300034)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

告。

荃银高科(300087)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

的公告。

英唐智控(300131)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延期复牌及进

展的公告。

海伦哲(300201)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仟源医药(300254)公布关于子公司杭州澳医保灵药业有限公

司获得新版GMP证书的公告。

隆华节能(300263)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佳创视讯(300264)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艾比森(300389)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进展

情况的公告。

迦南科技(300412)公布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富临精工(300432)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公告。

广生堂(300436)公布关于募集资金开立定期存款账户的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