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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关 于 证 券 经 纪 人 执 业 证 书 作 废 的 公 告

以下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遗失， 声明作废， 姓名和执业证书编号如下： 石升泽 S1350416120087； 王海波

S1350416070216； 刘宝凯 S1350416110002； 宋珂 S1350417020229； 黄小健 S1350417060411； 蔡振鑫

S1350416080216； 林盛滨 S1350416080027； 张贞贞 S1350416100050； 张媛 S1350416110377； 李霞霞

S1350416110441；金兰兰 S1350416120049；何楚峰 S1350416080422；颜洪城 S1350416050050；古芷超

S1350416080133； 李世雄 S1350417040418； 莫煊国 S1350417060066； 赵双文 S1350417060173； 刘君

S1350416080271； 卢明 S1350416080403； 张波 S1350416080437； 朱传言 S1350417060434； 洪辉朝

S1350416080063； 王鑫 S1350416080002； 周亮 S1350416080425； 常钦荣 S1350416110048； 王晋

S1350416080345； 黄文博 S1350416080251； 张博文 S1350416080159； 安宇 S1350416120660； 陈海燕

S1350417060031； 赵雪飞 S1350416100310； 夏忠涛 S1350417050100； 高昂 S1350416100207； 段正蔚

S1350416100248； 李燕 S1350416090080； 朱文青 S1350416080219； 刘一帅 S1350416080218； 杨轶夫

S1350416080132； 靳广宇 S1350416080187； 张乐 S1350416080334； 康恒 S1350417050491； 吴天舒

S1350417050060； 周洲 S1350417060101； 王冰心 S1350417060014； 刘雪 S1350417060332； 许玉真

S1350417040633； 周礼正 S1350417040566； 张晔成 S1350417070156； 詹文邦 S1350417040158； 宗晨

S1350417010165； 邓龙鑫 S1350417040134； 高珊珊 S1350416110351； 孙欣怡 S1350417040488； 许舟

S1350417070259； 葛杨杰 S1350417060098； 黄山 S1350416120407； 丁悦 S1350417050323； 吴杨斌

S1350417050152；艾佳佳 S1350417050226；郑杨玲 S1350417050579；宫佳慧 S1350416100175；桑友雷

S1350416110644；熊文燕 S1350416080240；陈媛 S1350416080095；刘伟 S1350416080379；韩哲 S1350417

030097；陈龙 S1350417050422；付琳淋 S1350416120131；尹军 S1350416080378；麻保慧S1350416110342；

樊俊颖 S1350416110241；夏丹丹 S1350416110247；罗自红 S1350416110107；杜非 S1350416110258；李晨

畅 S1350417030119；周佳霖 S1350417030178；朱佳磊 S1350416110315；金倩如 S1350416110027；王淋

S1350416110427； 辛立超 S1350416110271； 陈真 S1350416110366； 黄海青 S1350416110244； 胡翠萍

S1350417040315； 范杰 S1350416110166； 邱玲玲 S1350417040058； 陈周 S1350416100086； 赵伟添

S1350416080399； 李想 S1350416080056； 牟丹 S1350416080025； 王莉 S1350417040041； 杨凡

S1350416110212；谭锐 S1350416110411；邹丹 S1350416080154；吴杨 S135041608015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拥有的海南蓝海水

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情况：

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琼民初 2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我公司拥有对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本金余额、 重组收益及违约金合计人民币

257,355,296.11 元（最终转让金额以债权转让时点计算为准），具体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二、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

资金来源合法。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国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

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公告期限：公告期限为 20个工作日，2017 年 11 月 3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告期内

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有意向者请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书面意向书。

五、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刘先生：0898-66701497，滕先生：0898-6674677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6734669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 53-1 号。 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17 年 11 月 3 日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17 年 11月 30 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债务人名称

标的债权

对应担保

措施

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抵押：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海南（国家级）水产物流交易中心” 项目 68562.14

平方米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 81881.49平方米在建工程。

2.质押：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债权本金余额

193,200,000.00

重组收益

57,045,536.11

违约金

7,109,760.00

合 计

257,355,296.11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7-202)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7年11月01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7年11月

06日。 中信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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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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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82438�

21.47525�

34.26185�

14.26947�

11.78082�

14.75443�

12.09440�

13.94845�

10.43800�

6.2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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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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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7-03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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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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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于2016年6月7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了本行于2018年末前发行不超过6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减记型合格二

级资本工具的议案。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本行于2017年

10月3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300亿元人民币的二级资本债券（简称“本

期债券” ），已于2017年11月2日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4.45%，在第5年末附发行人赎回权。

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补充本行的二级资本。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877

证券简称：

*ST

嘉陵 公告编号：临

2017-045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策划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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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 ）拟筹划重大事项，可能涉及

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10月27日紧

急停牌，并于2017年10月3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7年

10月30日起连续停牌。 （公告编号：临2017-044）。

公司于 2017�年 11�月 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拟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继续停牌，公司股票自2017年11月3日

起继续停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事项仍在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阶段，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

定性，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的

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本公告继续停牌之日起5个交

易日内核实上述重大事项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O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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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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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购买资产事项，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

简称“顺威股份” ；证券代码“002676” ）已于2017年6月30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详见

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51）以及于2017

年7月7日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2）。

2017年7月13日，公司论证确认本次筹划的购买资产事项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7月

14日开市起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披露的《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2017年7月21日披露的《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6）、2017年7月28日披露的《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57）、2017年8月4日披露的 《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2017年8月11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9）、2017年8月18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7-060）以及于2017年8月25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065）。

2017年8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

年8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9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7）以及于2017年9月5日披露的《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8）。

2017年9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延期复牌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17-071）、2017年9月19号披露的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75）、 以及于2017年9月26日披露的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76）。

2017年9月28日，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8）、2017年10月12日披露的

《关于收到重大资产重组标的约束性竞标邀请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3）、2017年

10月13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4）、2017年10月20

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8）以及于2017年10月27日

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9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 鉴于该

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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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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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2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监管局” ）《关于对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

份有限公司、李鹏志、曹惠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7﹞69号），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经查：

一、2017年6月24日，你公司与黄山市耿城镇人民政府、安徽黄山工业园委员会签署了

《黄山工业园区选商引资投资建设合同书》。根据合同约定，你公司从黄山工业园区管委会

获得工业规划用地约100亩地出让使用权， 且你公司需达到固投强度每亩不少于150万元

的指标要求。 综上，你公司在本合同下的预计投资额应不少于1.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3.59%。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签署上述重大合同需提请

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2的规定，你公司应在签

署上述合同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但你公司在签署上述重大合同时未履行审议和披露程序，迟至我局现场检查发现该问

题后，才在2017年9月28日召开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和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上述行为，违反了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的规定。上述事项发生时，李鹏志、曹惠娟

分别作为你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应对上述违规问题承担主要责

任。

二、你公司在2015年4月和2017年8月进行会计政策变更，2016年6月实际控制人控制

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时，未根据你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对上述事项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 你公司在对2014年和2015年年度报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

行登记时，遗漏登记参与年度报告审计的工作人员信息。 上述行为不符合《关于上市公司

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1]30号） 第六条的相关规

定。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和《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会公告[2011]30号）第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

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我局决定对你公司时任董事长李鹏志、时任董事会秘书曹惠娟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

措施。 你公司及相关人员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工作，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 ”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上述问题高度重视，将深刻反思在信息披露、内部控制制度建

设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公司将严格按照广东证监局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法

律法规的学习，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和信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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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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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旅投阳光旅游汽车

客运有限公司100%股权

- -

县际包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县内包车客运（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和

期限从事经营）；汽车租赁（不得从事出租客运和道路客货运输经营）；普通货运；

汽车维修服务（以上两项范围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

动）；汽车零部件销售。 联系方式：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乔一

023-63611217

-

/

贵州渝能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51%股权及35亿债

权

563759.026036 89066.443013

注册资本：41591.59万元

经营项目：以煤炭开采为主，洗选加工、瓦斯发电、物流供应、煤炭销售、矿山救

援、煤矿安全培训、技术咨询及服务等为辅。

联系方式：熊先生 023-63606252、18680845183

刘先生：023-63621586、15687887777

-

/

重庆凌汤元食品有限公

司100%股权

2591.74 677.02

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生产：速冻食品【速冻面米食品（生制品）】、糕点（熟粉类

糕点、月饼），其他粮食加工品（谷物碾磨加工品）（以上均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及

期限从事经营）。 冻库租赁。 （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联系方式：朱磊

023-63622626��13883002851；乔一 023-63611217

677.02

/

綦江綦齿鑫欣福利有限

责任公司80%股权

3533.57 2715.17

注册资本：1836.65万元

经营项目：生产、销售：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机电产品、包装用品；机械加工；

机电维修；销售：化工材料、润滑油及辅料；印刷其他印刷品。

联系方式：熊先生 023-63606252

刘先生：023-63621586

2172.14

/

重庆鹏程航空实业有限

公司99.764%股权

2694.07 2669.99

陆运、水运、航空客货运输代理服务；国际、国内货物仓储服务；航空货物机坪装卸

服务；销售：日用百货，汽车零配件，摩托车及零配件，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以上范

围皆不含危险化学品），文化体育用品，家具，钟表，珠宝首饰，服装，皮革制品，家用

电器，照相器材，通信器材及配件。 。 联系方式：徐先生，13627655767

2664

重庆市江北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85%股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经营范围：门卫、巡逻、守护、随身护卫、安全检查、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秩序维护（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及期限从事经营）。安全防范信

息咨询；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及维修；清洁服务、市政设施维护；安全设备的租赁；商务信息咨询；停车场管理；会展服务。

截至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标的企业总资产为9074.0275万元，净资产为3640.1853万元。 该85%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4737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本项目挂牌期为2017年9月21日至2017年10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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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陈先生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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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2017SH1000254-

3】

华润五丰肉类食品（山东）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

对标的企业的1,197.834299�万元债权

2085.23 889.46

注册资本：8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猪的收购、屠宰；鲜肉冷冻、分割、加工；普通货

运、货物专用运输；鲜肉及冻肉的销售。

1000.0000

【G32017SH1000345】 武汉市武钢丹斯克科技磁材有限公司2%股权 3338.98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磁性材料及器件生产设备、氧化铁

红的制造及批零兼营。

66.7796

【G32017SH1000321】

上海同保康中医门诊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

的公司46.7722万元债权

147.22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中医内科、中医妇科、中医骨伤科、中医儿科、药剂

科、医学检验科。

300.0000

【G32017SH1000462】 上海光控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35209.6

4

35209.64

注册资本：2626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

程专业施工，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35209.6400

【G32017SH1000461】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25亿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15%)

224229.53

注册资本：15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各种机动车辆保险业务；与机动车辆保险有关的其

他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

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45000.0000

【G32017SH1000460】 “国盛-资产包1号”之上海盛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48145.1

5

47298.39

注册资本：9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资产的委托管，房地产投资，财务管

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47298.3868

【G32017SH1000459】

“国盛-资产包1号”之上海工业发展咨询有限公司100%

股权

272.75 271.75

注册资本：276.00�万元

经营范围：为企业提供企业经营决策和管理咨询，为企业提供

各类经营业务咨询、代理服务。

271.7535

【GR2017SH1000647】

“国盛-资产包1号” 之上海市普陀区交通路2403号商业

用房

详见交易所网站 2649.0000

【GR2017SH1000646】

“国盛-资产包1号” 之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569号

1-4楼办公房

详见交易所网站 5607.0000

【GR2017SH1000645】

“国盛-资产包1号” 之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218弄18号

花园住宅

详见交易所网站 1966.0000

【GR2017SH1000644】

“国盛-资产包1号” 之上海市徐汇区襄阳南路218号第

六层办公房

详见交易所网站 2658.0000

G32017SH1000458-0 沈阳铁鑫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及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455-0 上海轨道交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2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454-0 湖南君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453-0 贵州集黔矿产冶炼有限公司58.54%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452-0 宁波中鑫呢绒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451-0 上海宏华海洋油气装备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证券代码：

603776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

2017-026

常州永安公共自行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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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11月2日披露《关于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5），就公司与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签订的《物联网智慧交通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相关

事项进行披露，应交易所要求，就下列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仅限于业务探索和尝试，属于叁方合作意愿初步意向性、框架性的约定，

该战略合作协议中尚未涉及合作项目、合作方式、合作分工等具体合作细节，后续合作实施，需要各方在具

体业务合作中商讨细节，各方具体权利义务将以另行签订的协议为准。 因此，合作能否真正实施尚存在不

确定性。

2、 由于尚未涉及合作细节， 公司认为该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及履行与公司未来业绩并无必然联系，对

2017年度业绩无影响，且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合同履

行，因此叁方合作具体实施仍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即使后续合作推进，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项目合作

效果尚未确定，因此能否对未来业绩产生影响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前一公告所称合作对方所拥有的相关专业技术，在公司共享单车业务领域尚处于测试阶段。 后续能

否广泛应用于本公司相关业务并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常州永安公共自行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002570� � �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17-062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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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

月2日接到公司总经理黄焘先生的通知， 基于对公司目前价值的判断

及对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其于2017年11月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本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持股票情况

总经理黄焘先生于2017年11月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买入本公司股票100,000股，成交均价为10.23元/股。本次增持

后，黄焘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4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4%。

二、增持方式

黄焘先生通过个人证券账户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目前价值的判断及对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本着

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

四、其他事项

1、黄焘先生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2、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黄焘先生承诺：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转让持

有的公司股份。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

续关注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龙药业”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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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

１８７５

号文核

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６７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００．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６６．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０３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盘龙药业”

Ａ

股

８６６．８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

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

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

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６

，

２０２

，

６２３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９４

，

８７９

，

２２９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８９

，

７５８

，

４５９

个，号码范围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８９７５８４５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９４５．９１９４２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

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６．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５０．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５５５６０５４％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８８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２

，

４０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

４０．０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

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

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ｇｄｙｐｈ．ｃｏｍ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３

，

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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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

１８７７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量为

９

，

６７６．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量为

４

，

１４７．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 《证券时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