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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cbex.com.cn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021-61213011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6BJ1007121

天津通钢立业

钢材加工配送

有限公司35%

股权

39373.95 9803.32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加工、配送、

仓储；黑色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料、矿粉批发兼零售；

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货物进出口业务。 （涉及国家

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

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3500.000000

G316BJ1007122

大唐电信（南

京）节能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80%股权

/ 4937.79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节能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节能改造；等。

4000.000000

SW1603BJ00002

(GR2016BJ1000490)

中国土产畜产

云南茶叶进出

口公司固定资

产及无形资产

/ 1931.05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拥有

的【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固定资产及无形

资产】

1931.053200

GR2016BJ1000487

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

焦作市分公司

处置LS118轿

车一辆

/ 0.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处置LS118轿

车一辆

0.3

GR2016BJ1000486

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

焦作市分公司

处置77126轿车

一辆

/ 0.6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处置77126轿

车一辆

0.64

GR2016BJ1000485

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

焦作市分公司

处置96666轿车

一辆

1.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处置96666轿

车一辆

1.3

GR2016BJ1000484

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

焦作市分公司

处置81118轿车

一辆

0.6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处置81118轿

车一辆

0.6

GR2016BJ1000483

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

焦作市分公司

处置88168轿车

一辆

0.6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处置88168轿

车一辆

0.6

SW1603BJ00016

(GR2016BJ1000482)

塑料破碎机、回

转窑等固定资

产转让（含部分

构筑物）

/ 239.160000

转让资产为【迁安首环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的【塑料破

碎机、回转窑等固定资产转让（含部分构筑物）】

239.160000

GR2016BJ1000009-2

蚌埠国电龙源

环保发展有限

公司部分设备

类资产

/ /

本次处置的标的资产是转让方部分设备类资产（以现场

实物为准，资产明细表仅供参考。

140.67

G316BJ1007120

湖南江南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30%股权

642406.04 34264.59

注册资本：32133万元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生产、销售、

维修汽车及发动机和零部件；本公司产品的进出口经营

业务等。

17579.00000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5BJ1006730-7

东海县九龙温

泉会馆有限公

司100%股权及

7919.773911万

元债权

6417.93 -1533.07

注册资本：750万元 经营范围：住宿、餐饮（含凉菜，不

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洗浴服务；卷烟、雪茄烟

零售。 日用百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500.000000

SW1512BJ00197-2

(GR2015BJ1001948-2)

元宝山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废

旧钢铁

/ 147.310000

转让资产为【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元宝

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废旧钢铁】

147.310000

SW1603BJ00011

(GR2016BJ1000474)

北京市延庆县

新兴小区38号

楼四单元401号

房屋

/ 156.01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汽车工业供销公司】拥有的【北京市

延庆县新兴小区38号楼四单元401号房屋】

156.010000

SW1603BJ00012

(GR2016BJ1000475)

北京市延庆县

新兴小区38号

楼四单元402号

房屋

/ 156.01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汽车工业供销公司】拥有的【北京市

延庆县新兴小区38号楼四单元402号房屋】

156.010000

SW1603BJ00013

(GR2016BJ1000476)

北京市延庆县

新兴小区38号

楼四单元403号

房屋

/ 157.09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汽车工业供销公司】拥有的【北京市

延庆县新兴小区38号楼四单元403号房屋】

157.090000

SW1603BJ00014

(GR2016BJ1000477)

北京市延庆县

新兴小区38号

楼四单元404号

房屋

/ 157.09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汽车工业供销公司】拥有的【北京市

延庆县新兴小区38号楼四单元404号房屋】

157.090000

SW1603BJ00015

(GR2016BJ1000478)

北京市延庆县

新兴小区38号

楼四单元405号

房屋

/ 157.650000

转让资产为【北京汽车工业供销公司】拥有的【北京市

延庆县新兴小区38号楼四单元405号房屋】

157.650000

G316BJ1007118

北京金州工程

有限公司30%

股权

35169.81 17624.47

注册资本：688.6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供、排水设备、风

力发电设备及管道、燃气设备、垃圾处理设备和其它环

境保护产品及设备、仪器仪表、收费系统、自动化系统、

道路监控和通讯系统； 市政工程的技术开发和实施、再

生能源领域的技术和产品的开发生产、生物工程；自产

产品的安装、维修、调试和维修保养；环境保护领域和市

政领域互联网网络系统的开发；提供自产产品的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提供管理服务；施工总承包；销

售自产产品；从事固废填埋、堆肥、焚烧的处理设备、危

险废物处理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废气处理设备、电气设

备、燃气设备、仪表及控制设备、风力发电设备、道路监

控设备和通讯系统的批发、进出口及佣金代理（拍卖除

外）（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8000.000000

证券代码：

112346

、

112347

证券简称：

16

惠誉

01

、

16

惠誉

02

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含20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864号文核准。 福星惠誉房地

产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基础发行

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0亿元。 本期债券分为2个品种，品种一为5年期，附第3年末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8亿元；品种二为5年期，基

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亿元。

2016年3月11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品种一利率询价

区间为4.5%-6.5%,品种二利率询价区间为5.2%-7.2%。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

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品种一票面利率为5.28%,品种二票面利率为6.11%。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6年3月14日至2016年3月16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

认购方法请参考2016年3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福星惠誉房地产

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669

证券简称：金鸿能源 公告编号：

2016-015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

1月18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1月19日-3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6）、《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6-008、2016-009、2016-010、2016-012、2016-013）。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积极高效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确定审计机构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为：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具体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

善。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

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金鸿能源，证券代码：000669）自2016年3月1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

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

300450

证券简称：先导智能 公告编号：

2016-018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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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收购事项，鉴于该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先

导智能，股票代码：300450）自2016年3月14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公司将在有关事项确定后

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

停牌期间，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1日

华泰柏瑞基金关于增加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和耕传承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耕传承” )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协议》、《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 自3月15日起增加和耕传承代销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同时开通基金定

投、基金转换业务及参加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1 华泰柏瑞积极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97

2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1

3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2

4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5

5 华泰柏瑞消费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69

6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7

7 华泰柏瑞健康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98

8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815

9 华泰柏瑞中国制造2025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456

10 华泰柏瑞创新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66

11 华泰柏瑞创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67

12 华泰柏瑞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247

13 华泰柏瑞惠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01340/001341

14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9

15 华泰柏瑞量化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72

16 华泰柏瑞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77

17 华泰柏瑞量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74

18 华泰柏瑞量化智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44

19 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073

20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10

21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460220

22 华泰柏瑞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01214

23 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460300

24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460008/460108

25 华泰柏瑞丰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00187/000188

26 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86

27 华泰柏瑞丰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 000421/000422

28 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460003

29 华泰柏瑞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类/B类 460006/460106

自3月15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和耕传承的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二、通过和耕传承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公司自3月15日起在和耕传承同时开通除华泰柏瑞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类、 华泰柏瑞惠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及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外的

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最低扣款金额为100元，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

请遵循和耕传承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和耕传承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本公司将自3月15日起在和耕传承开通除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惠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及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

外的上述各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费用的收取方法及业务规则请参见上述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

公司已刊登的上述基金间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和耕传承的规定提交业

务申请。

四、参加和耕传承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自3月15日起，凡通过和耕传承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下表所列基金，即可享受申购费率4折优

惠，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的，则按基金招

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具体业务办理规定及优惠活动结束时间以和耕传承的相关规

定和公告为准。

三、业务咨询

和耕传承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投资者若有疑问，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hgccpb.com

客服电话：4000555671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huatai-pb.com

客服电话：400-888-0001、（021）38784638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4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 �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01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02363622638、02363622380

证券代码：

600986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29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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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或“公司” ）于2016年3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科达股份关于计提存货减值准备及预计

负债的公告》（临2016-026），由于工作疏忽，该公告中“二、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对上

市公司的影响”处一数据的单位需要进行更正，现予以更正如下：

原公告表述：

公司持有子公司科英置业54.54%股权，持有子公司青岛置业100%股权，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

导致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减少31,409,589.70万元。

更正为：

公司持有子公司科英置业54.54%股权，持有子公司青岛置业100%股权，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

导致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减少31,409,589.70元。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5CQ1001669-3

重庆市永川区佳和自来水有

限责任公司10%股权 830.99

746.64 注册资本350万元、经营项目：自来水生产、销售；联系方式：023-49820073 44.3545

G316CQ1001691-2

重庆远达催化剂综合利用有

限公司45%股权

99.82 99.82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项目:�催化剂及其原材料粉体的研发、设计、回收、储存、再

生、处理、提炼、检测、综合利用及其副产物的利用、销售；再生催化剂研发、设计、制造、检测、销

售；催化剂再生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等业务。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方式023-63622508

44.919

G316CQ1001692

西安博润泰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享

有的12057万元权益

25291.14 13234.14

房地产、高新技术、工程项目、文化旅游、商业服务、农业产业投资及投资管理咨询；对能源、交

通、科技行业的投资及投资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化工产品、日用百货、金属矿产

品、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橡胶制品、木材、家具、钢材、水泥、高速公路

设施设备的销售：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生物技术产品的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销；汽车零配件的加工、生

产、销售；汽车相关信息的咨询服务。

26533.51

G315CQ1001667-2

国投云南风电有限公司10%

股权

/ 18930.72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500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风力、太阳能发电项目投资、建设

及项目管理；风力、光伏发电技术开发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联系方式：徐先生，13627655767

1703.7648

G315CQ1001680-2

云南大理渝农商村镇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36%股权

- 25810.56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

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货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代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

司、债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业务。 联系方式：朱先生023-63622626��13883002851；乔先生

023-63611217��13648330141

8455.54

G316CQ1001691

重庆远达催化剂综合利用有

限公司45%股权

99.82 99.82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项目:�催化剂及其原材料粉体的研发、设计、回收、储存、再

生、处理、提炼、检测、综合利用及其副产物的利用、销售；再生催化剂研发、设计、制造、检测、销

售；催化剂再生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等业务。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方式023-63622508

44.919

广安思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100%股权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经营项目:�人才中介服务、职业中介、建筑劳务分包。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126.60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89.58万元。 该100%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89.58万元协议或竞价转

让。 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报名手续。 联系方式：023-63622508���刘女士

国电恩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所属位于恩施州利川市的石坝火电厂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

国电恩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所属位于恩施州利川市的石坝火电厂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 竞价公告转让标的系国电恩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所属位于恩施州利川市的石坝火电厂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及

构筑物整体处置。 标的评估值409.65万元，拟按现状不低于挂牌价409.65万元竞价整体转让，保证金80万元。 其他披露事项等公告内容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公告。 联系电

话：023-63623095唐先生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南坪西路27号福天大厦第负四层等4处房产

转让标的系成都晋林工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南坪西路27号福天大厦第负四层等4处房产，标的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南坪西路27号，钢混结构，有房地证，房地证载用途

分别为仓库、商业、办公，实际用途分别为仓库、商业、办公。 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30.87㎡,�共有使用权面积约4550㎡，其中第4层有租赁，租赁期限至2017年11月30日，承租人

未放弃对标的整体的优先购买权。 无抵押、担保及占用等其它他项或共有权利情况。 标的周边配套设施齐全。 经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值735.36万元（卓信大华评报字(2015)第

1104-3号）。 标的无抵押、共有或其它他项权利。 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663万元整体协议或竞价转让，保证金100万元。 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

情请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公告。 联系电话：18623069884��景先生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本次公告(2016-44)仅反映投资

账户截止 2016 年 3 月 10 日的投资

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6 年 3

月 15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

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

公司网站公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18.96465�

19.59510�

28.74298�

13.64271�

10.22578�

12.64022�

10.15634�

13.14241�

8.77274�

5.41657�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股票简称：金隅股份 股票代码：

601992

公告编号：临

2016-010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50亿元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5号文核准。本次债

券分期发行，“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为首期发行，基础规模为30亿元，超额配售规模不超过20亿元。

2016年3月11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

行了簿记建档。 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品

种一的票面利率为3.12%，品种二的票面利率为3.50%。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6年3月14日至2016年3月15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

购方法请详见2016年3月10日刊登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报》上的《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