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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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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

2018年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于2018年1月11日召开，全体监事以通讯方式出席

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

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任倩女士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任倩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附件：任倩女士简历

任倩女士，1969年6月出生。 任倩女士于1991年7月至1999年10月任上海市第

一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后合并入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

600827））审计部审计员兼控股子公司财务部经理；1999年11月至2006年4月任中

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审计二处处长；2006年5月至2008年9月任上海中洲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主任助理；2008年10月至2011年4月任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代号：600621）稽核部副总经理；2011年5月至今历任本公司审计部副总

经理、总经理。 任倩女士于1991年7月获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于2016

年11月获得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

证券代码：

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8-005

债券代码：

136236

债券简称：

16

复药

01

债券代码：

143020

债券简称：

17

复药

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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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8年1月11日召

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任倩女士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的职工监事（以下简称

“新任职工监事” ）。 新任职工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当选新任职工监事后，任倩女士将与本公司现任非职工监事管一民先生、曹根兴

先生共同组成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自2018年1月11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止。 李春先生自新任职工监事当选后即卸任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工监事）、监事会

主席职务。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附件：新任职工监事简历

任倩女士，1969年6月出生。 任倩女士于1991年7月至1999年10月任上海市第一

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后合并入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600827））审

计部审计员兼控股子公司财务部经理；1999年11月至2006年4月任中国华源集团有限

公司审计部审计二处处长；2006年5月至2008年9月任上海中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主任助理；2008年10月至2011年4月任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

600621）稽核部副总经理；2011年5月至今历任本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 任倩

女士于1991年7月获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于2016年11月获得香港中文大

学会计学硕士学位。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8-007)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01月10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01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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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72�

21.7448�

35.2875�

14.3512�

11.9691�

15.0274�

12.3308�

14.2538�

10.9511�

6.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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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告示

建银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 的正

本及副本, 编号RQF2013HKF017,

2013年3月25日发证。

本公司已在2018年1月12日于中

国证券报登报声明该证作废。

建银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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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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庆能投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181247.7万

元债权

204065.99 10263.02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的在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联系方式：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乔一 023-63611217

191510.72

201710000088� (监测编

号 ：

G32017CQ1000042-3)

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

公司100%股权

3505.01 3496.1

注册资本：3800万元；

经营范围：原毛、毛条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下脚毛的销售；纺织原料、针纺织品、服

装、服饰的批发和销售；原毛、毛条、毛纺织品等货物的进出口【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经营的须许可和审批后方可经营】。

联 系 方 式 ： 乔 先 生 023-63611217� 13648330141� 朱 先 生 023-63622626��

13883002851。

2796.88

201711000065� (监测编

号：G32017CQ1000097)

重庆渝新通达能源有限公

司43%股权

138089 138087.49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购销、供应；电力设施承载、承修、承试（取得相关行政许可

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配电网规划和建设；分布式能源规划和建设；新能源

技术的研发及转让（需审批或许可的项目除外）；电力行业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基础

设施、商贸流通、矿产业等领域企业经营管理；节能技术推广服务；企业资产重组策划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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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乔 先 生 023-63611217� 13648330141� 朱 先 生 023-63622626��

13883002851。

59377.6207

云南省楚雄市鹿城镇航空路81号楚雄（烟厂生活区）12幢1单元112室等99处房产竞价公告

标的系云南省楚雄市鹿城镇航空路81号楚雄（烟厂生活区）12幢1单元112室等99处房产，标的均有占用，均无租赁、抵押及其它他项或共有权利情况，评估值合计2000.11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

于挂牌价合计2000.11万元分零竞价方式转让。保证金合计172万元。本项目挂牌期自 2018�年1月5日起至2018年2月1日止，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5个工作日为

一个周期延长挂牌，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交易相关其他事项及特别告知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联系人及电话：鹤先生010-51085026�18610612559。现场咨询及踏

勘联系人：缪先生 13888631198；曾先生15750325070；现场咨询地址：云南省楚雄市鹿城镇航空路97号烟厂老生活区物管办公室2楼；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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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2018SH1000015】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静安区江宁路373号G层C室房产）

建筑面积 135.96平方米 761.0000

【G32018SH1000005】

云南云铜铁峰选矿药剂有限公司40%股

权

1009.49 977.10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经营范围：冶金选矿药剂的研究、开发、销售；矿产品销售及

选矿综合枝术咨询；冶金选矿药剂的生产。

390.8400

【Q318SH1014780】 上海青莲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36%股权 1463.00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各类商品拍卖，商务咨询。

527.0000

【G32017SH1000479】 上海人民印刷二厂有限公司97.7%股权 2211.16 2004.47

注册资本：1740.00�万元

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前、出版物印刷、包装印前、包装印刷、

其他印刷，物业管理。

1958.3700

【G32017SH1000426-

2】

南京德睿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

权

831.06 831.06

注册资本：680.00�万元

经营范围：环保设备研发及相关技术转让、咨询、服务；房屋

租赁；物业管理。

932.7402

【Q318SH1014779】 上海青莲阁典当有限公司80.5%股权 6166.32 3796.63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动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房

地产抵押典当业务；限额内绝当物品的变卖；鉴定评估及咨询服

务，商务部依法批准的其他典当业务。

3973.9900

G32018SH1000001-0 武汉昭润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586-0 资阳中车传动有限公司8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581-0 上海华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推介

上海捷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核心资产包含专利及自贸区内房产，公司已取得“活肤因子” 发明专利，并注册艾德娜品牌生产，即“艾德娜rh-aFGF生物细胞生长因子” 。 aFGF对

生物体内部的血管、神经细胞的损伤有着修复作用，对于表皮细胞的损伤也具有治疗修复效果，同时对于祛除老皮细胞、促进新皮细胞生长有明显效果。产品可用于术后伤口愈合、器官移植等。房产

位于国际商贸大厦第17层整层（共19层），共14间，共计1388.43平米，每间具有中央空调及独立的卫生间。 国际商贸大厦坐落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内（5号门），目前，上海自由贸易港建

设方案正在酝酿中，该大厦将直接受益，前景无限。

标的转让底价6000万元，如希望拆分资产转让，具体细节面议，有意者请联系股权一部万经理、张经理，电话021-62657272-324、021-62657272-18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8年1月第一期项目推介会公告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拟于2018年1月12日下午2点举办2018年1月第一期项目推介会。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联合产权大厦209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上汽大厦四楼

会议室。 欢迎各位投资人届时莅临。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二○一八年一月

本次主要宣讲的项目为：

1、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关键字：增资、网络应用

2、新加坡某品牌食品生产企业100%公司股份转让

关键字：27年营销经验、曾获国际蒙迪欧奖

3、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

关键字：武当山景区五星酒店

4、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融资项目

关键字：陵园管理股权质押融资

现场另有多项股权、资产转让，企业增资等多类项目推介，不限于上述宣讲项目，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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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晋畅 S1350416110240；刘晓宇 S1350416120575；唐拓坤 S1350417020242；

徐玉标 S1350416120162；鲁爱华 S1350417020226；杨春风 S1350417010327；

黄翊 S1350417020436；王小娜 S1350417020263；何伶俐 S1350416120593；

丁建钢 S1350417010247；赵桐雨 S1350417010167；张梦怡 S1350417010096；

杨悦 S1350417010364；李玉伟 S1350417020443；王铭刚 S1350417020240；

冉静霞 S1350416120679；厉静怡 S1350416110303；孙波 S1350417010177；

武健 S1350417020002；韦秋敏 S1350417010374；刘艳 S1350417020111；

谢小玉 S1350417020147；韦钊颖 S1350417010304；农俏 S1350417010208；

赵颖 S1350417010268；蓝琳娜 S1350417020150；黄兰香 S1350416120647；

梁晓怡 S1350416120708；夏世林 S1350416110594；袁新欣 S1350416110299；

余继铁 S1350416110570；周静琪 S1350417020041；韩静茹 S1350417030193；

段博 S1350417020456；马超 S1350417020233；李向帅 S1350417020309；

肖屹航 S1350417030417；夏冰 S1350416110425；刘霞 S1350417010241；

王康 S1350417020013；何紫薇 S1350417030107；方浩 S1350417010082；

司文池 S1350417040428；杨磊 S1350417010259；张龙 S1350417050210；

郭永瑞 S1350416120199；吴东龙 S1350416120164；孙海 S1350416080091；

袁斌 S1350416020013；杨亚萍 S1350417030357；孙义志 S1350416120378；

郭佳乐 S1350416110306；沙金鹏 S1350417030231；黄一楠 S1350417020158；

芦志新 S1350417010494；余刚 S1350416120590；连晓芹 S1350417020525；

卞凯丽 S1350417030177；舒唱 S1350417020419；张雅静 S1350417020503；

刘秋月 S1350417040486；沈刘岗 S1350417010266；施一 S1350417050283；

付学超 S1350416060027；王住龙 S1350416010033；陈娇 S1350417010492；

乔林瑜 S1350416120059；李志城 S1350416120489；叶敏如 S1350416120466；

蒙金玉 S1350416110552；彭钊琦 S1350417020538；张存贵 S1350417040643；

林婷 S1350417020264；邵国连 S1350417010274；张政 S1350417020448。

公 告

由于信息填报工作上的疏漏，广

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在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上将

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填为

实际控制人。 现更正为无实际控制人，

请投资人知悉。

特此公告声明。

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2日

股票代码：002075� � � � � � � �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8-002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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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公司股票自2016年9月19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63）。

2016年9月30日，经与相关各方论证，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0月1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于2016年10月1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67）。 2016年10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72），公司股票自2016年10月1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在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至少每5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2017年6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江

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2017年6月23日，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7】第34号，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2017

年6月29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进行回复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重组问询函后，立即组织各中介机构及

相关人员对重组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条落实和回复，由于相关问题涉及的工作量较大，公司预计

无法在2017年6月29日前完成回复，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并于2017年6月29

日披露了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59）。 公司于2017年7月6日、7月13日、7月20日、7月27日、8月3日、8月10日、8月17日、8月24

日、8月31日、9月7日、9月14日、9月21日、9月28日、10月12日、10月19日、10月26日、11月2日、11月9

日、11月16日、11月23日、11月30日、12月7日、12月14日、12月21日、12月28日、2018年1月5日分别披

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60、临2017-063、临2017-064、临

2017-065、临 2017-067、临 2017-068、临 2017-069、临 2017-070、临 2017-079、临 2017-080、临

2017-082、临 2017-084、临 2017-086、临 2017-089、临 2017-090、临 2017-091、临 2017-092、临

2017-094、临 2017-095、临 2017-096、临 2017-097、临 2017-103、临 2017-105、临 2017-106、临

2017-109、临2018-00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 中介机构及其他相关方正继续推进重组问询函的回复等相关各项工

作，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标的资产体量较大、交易对方较多，就重组方案和问询函相关事项的

确认、协调需要一定时间。 各方正抓紧就重组方案及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协商、沟通，待相关内容

确认完善后，公司将履行相关程序并提交相关材料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

意后，公司将及时申请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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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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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华菱精工”）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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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４３５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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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３

，

３３４

万股。 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３３．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２１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华菱精工”

Ａ

股

１

，

３３３．６

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４０３

，

７４７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２

，

９３２

，

４４４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２９５６０７％

，配号总数为

１０２

，

９３２

，

４４４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２

，

９３２

，

４４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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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７１８．３８９６２２０７

倍，超过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３３．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０００．６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１５１１５８６％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

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中止条件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

变化如下：

１

、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按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

网上中签投资者应按发行价格与中签数量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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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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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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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上午

在深圳市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

“４”

位数

５９６０

末

“５”

位数

００５６５ ５０５６５ ４８８６３

末

“６”

位数

６１８９２２ ８１８９２２ ０１８９２２ ２１８９２２ ４１８９２２ ２００２３０

末

“７”

位数

８９１１６１９ １４１１６１９ ３９１１６１９ ６４１１６１９

末

“８”

位数

１６２５６２８７ ４１２５６２８７ ６６２５６２８７ ９１２５６２８７

末

“９”

位数

０２０３０３０１８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２

，

６４０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１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２

、通过拨打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９９９９

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１

。 按

２

转入人工接听则无法查

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广东奥飞数据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缴款义务。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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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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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５

，

２６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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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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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

为

１５

，

２６６．６６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６８７．６６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股数的

７０．０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７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

２９．９９％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元证券”）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国元证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附件可在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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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永智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1,93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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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全部采用网上定价发行，不进

行网下询价及配售。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8年1月12日（T+2日）公告的《上海天永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 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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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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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930万股，发行价格为18.33元/股。本次发

行网上定价发行1,930万股，占发行总量的100%，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521724%。

根据《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18年1月11日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

议室主持了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

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1932

末“5” 位数 65288，85288，45288，25288，05288

末“6” 位数 843029，343029

末“7” 位数 1525948

末“8” 位数 73117742，93117742，53117742，33117742，13117742，48149873，78706993

末“9” 位数 049627288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19,3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389

证券简称：亚振家居 公告编号：

2018-003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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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1月9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纪爱东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纪爱东先生因个人发展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纪爱东先生的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纪爱东先生辞去财务总监职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纪爱东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389

证券简称：亚振家居 公告编号：

2018-004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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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0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增聘高飞先生、徐辉先生、李勇平

先生、谢鸿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诸明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增聘高级管理人员具有较高的管理和业务理论知识及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具备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 不存在违反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特此公告。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高 飞，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

师，历任北京亚振总经理、本公司企管中心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徐 辉，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

江苏亚振市场部经理、北京亚振总经理、本公司营销总监。 现任本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勇平，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

上海圣夫岛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亚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

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谢鸿鸣，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

南通市如东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助理、副局长、局长。 现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

诸明民，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历任

美国3M公司中国分公司财务部主任，美国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中国地区公司财务行政总监，美国FMC集团亚太分公

司投资分析专员兼中国区高级财务经理，美国通用汽车（GM）德

尔福汽车零部件集团中国区财务总监， 美国康宁公司（Corning）

中国区投资和公司发展总监， 美国TPG投资基金中国汽车服务企

业集团副总裁兼投资部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