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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77

证券简称：智能自控 公告编号：

2018-014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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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2月23日（周五）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2月22日至2018年2月23日。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23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

22日下午15:00至2018年2月2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无锡市新区梅村工业园锡达路258号101会议室

3、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的主持人：董事李耀武先生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交所业务规则和《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

共计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91,680,000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5.000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2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91,68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5.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000%。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计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0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000%。

5、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审议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将募集资金在现有项目间调整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

议案》:

同意91,6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

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京天股字（2018）第048号）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3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直销平

台认购交易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更好地为投资人提供服务，上投摩根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拟自2018年3月5日起至产品认购

结束，开展基金电子直销认购交易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如下：

一、 活动时间

适用基金认购期期间（根据产品发售公告或相关公告确定）

二、 适用基金

上投摩根创新商业模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593

（以下简称“上投摩根创新商业模式” ）

三、 活动内容

1、活动期间，投资人在本公司直销（含电子交易平台及人工柜台）认购上

投摩根创新商业模式基金份额，根据支付渠道和支付银行卡不同，可享受相应

的直销交易费率优惠：

认购金额区间

标准认购费

率

电子交易优惠费率

款项自划

通联支付（招行

卡、交行卡）

建行网银

浦发网银、工行网银、通联

支付 （除招行卡、 交行

卡）、银联通、民生网银、汇

付天天盈

农行网银

交行网银

M〈100万 1.2% 0.9% 0.96% 0.6% 1.2%（不打折） 0.12%

100万≤M〈500

万

0.8% 0.8% 0.64% 0.6% 0.8%（不打折） 0.08%

M≥500万 每笔1000元 每笔1000元

注：M为认购金额

2、活动期间，投资人在本公司直销（含电子交易平台及人工柜台）赎回上

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370010）、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市场基金B类

（基金代码000856）（仅支持柜台交易）、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市场基金E类

（基金代码000857）、上投摩根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代码000712）

（仅支持柜台交易）、上投摩根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代码000713）

（仅支持柜台交易）认购上投摩根创新商业模式，可享受认购费1折优惠。但若

基金招募说明书条款中规定认购费为固定金额的， 则按原招募说明书中费率

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赎回转认购” 业务是指投资人用赎回货币基金的资金直接认购新基金

的一种交易方式。 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考本公司网站的相关说明。

四、其他

1、投资人可通过如下途径咨询活动详情：

本公司网站：http://www.cifm.com

客服电话：400-889-4888，021-3879-4888

客服信箱：services@cifm.com

2、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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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

本公司旗下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在申请开立基金账户并进行电子直销时，应认真阅读《投资者风

险教育手册》、《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交易协议》、《上投摩根旗下

基金定期定额电子交易协议》及相关业务规则，了解基金投资和电子直销的

固有风险。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量

化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中国银行、国泰君安等代销机构基金定

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提示性公告

为答谢广大基金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证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江证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诺亚正行（上

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正行” ）、嘉实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财富”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夏财富” ）、上海万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得咨询” ）、北

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展恒”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量基金” ）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众禄基金”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

基金”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 ）、上海天天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天基金” ）、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简称“同花顺基金”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一路财富”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利得基金” ）、和讯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讯信息”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陆金所基金”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

明泽”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点基金” ）、珠海盈米财

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米财富”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浪基金”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新兰德” ）、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特瑞财

富”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基金” ）于2018年2月26日起参加上述代

销机构组织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8年2月26日起。 具体结束时间以各代销机构优惠活动时间为准。

二、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银河证券（柜面方式）、中信建投证券（柜面方

式）、海通证券（柜面方式）定期定额申购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基金，其申购

费率享有8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若基金招募

说明书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等于或低于0.6％，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原招募说

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上投摩根量化多因

子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6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

行；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等于或低于0.6％，或为固定金额的，

则按原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

长江证券（非现场申购）、北京展恒定期定额申购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基金，

其申购费率享有4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若基

金招募说明书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等于或低于0.6％，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原

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诺亚正行、平安证券、万得咨询、华夏财富定期定额申购上投

摩根量化多因子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1折优惠。 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条款中规

定申购费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

优惠。

投资者通过长量基金、嘉实财富、天天基金、同花顺基金、好买基金、蚂蚁

基金、和讯信息、恒天明泽、虹点基金、盈米财富、利得基金、陆金所基金、众禄

基金、新浪基金、肯特瑞财富、一路财富、深圳新兰德定期定额申购上投摩根量

化多因子基金，其申购费率具体折扣费率以代销机构活动为准，若基金招募说

明书条款中规定申购费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优惠。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机构

的有关公告。

三、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的折扣费率由各代销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相关代

销机构提供的折扣费率办理。本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各代销机构所有，且其有权

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 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

宜，请咨询相关代销机构。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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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各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6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量

化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代销机构电子渠

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提示性公告

为答谢广大基金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

行”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西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

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证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

券”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正

行”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财富”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财富” ）、上海万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万得咨询”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展恒” ）、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量基金” ）、上海好买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众禄基金”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

基金”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 ）、浙江同花顺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同花顺基金”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路财富”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利得基

金”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讯信息”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陆金所基金” ）、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天明泽”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点基

金”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兰德” ）、珠

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米财富”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浪基金” ）、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肯特瑞财富”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基金” ）于2018年2月

26日起参加上述代销机构电子渠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8年2月26日起。 具体结束时间以各代销机构优惠活动时间为准。

二、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网上银行）、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投摩根

量化多因子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8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0.6％，则

按0.6％执行；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等于或低于0.6％，或为固

定金额的，则按原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银河证券、光大证券（网上渠道、手机

渠道）申购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6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

后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等于

或低于0.6％，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原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

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国泰君安、海通证券、申万宏源、申万宏源西部、中信建投证

券、上海证券、长江证券、北京展恒电子渠道申购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基金，其

申购费率享有4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若基金

招募说明书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等于或低于0.6％，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原招

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诺亚正行、平安证券、万得咨询、华夏财富申购上投摩根量化

多因子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1折优惠。 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条款中规定申购费

为固定金额的，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

享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长量基金、嘉实财富、天天基金、同花顺基金、好买基金、蚂蚁

基金、和讯信息、陆金所基金、恒天明泽、虹点基金、盈米财富、深圳新兰德、利

得基金、众禄基金、新浪基金、肯特瑞财富、一路财富申购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

基金，其申购费率具体折扣费率以代销机构活动为准，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条款

中规定申购费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

费率优惠。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

告。

三、重要提示：

1、上述优惠仅针对本公司在正常申购期的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基金的申

购手续费费率， 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费

率，基金定投业务的手续费费率优惠详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上投摩根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基金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中

国银行、 国泰君安等代销机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提示性公

告” 。

2、本优惠活动的折扣费率由各代销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相关代

销机构提供的折扣费率办理。本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各代销机构所有，且其有权

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 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

宜，请咨询相关代销机构。

3、投资者欲了解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该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4、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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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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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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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2月23日（周五）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2月22日至2018年2月23日。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23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

22日下午15:00至2018年2月2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无锡市新区梅村工业园锡达路258号101会议室

3、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的主持人：董事李耀武先生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交所业务规则和《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

共计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91,680,000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5.000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2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91,68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5.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000%。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计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0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000%。

5、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审议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将募集资金在现有项目间调整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

议案》:

同意91,6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

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京天股字（2018）第048号）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3日

中信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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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3)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8年 02月 22日的投

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8 年

02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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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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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66�

21.3860�

34.1198�

14.4147�

11.6771�

15.2826�

12.2158�

14.1830�

10.6210�

6.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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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６

，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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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

２６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华宝

股份”， 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７４１

”。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６

，

１５９

万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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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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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３８．６０

元

／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３１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０１％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４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９．９９％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６１５．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５４３．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５

，

２７６

，

４５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

，

１３３

，

６７１

，

００８．６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５４

，

５４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

，

９６５

，

５９１．４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６

，

１５１

，

０４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３７

，

４３０

，

１４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７

，

９６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０７

，

２５６

（三）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弃购数量

（

股

）

弃购金额

（

元

）

１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

广东

）

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５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２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

广东

）

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６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３

新疆新能源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新能源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４

何学忠 何学忠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５

宫喜平 宫喜平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６

张庆文 张庆文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７

王珏 王珏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８

杨灿阳 杨灿阳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９

詹丞 詹丞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１０

王翊 王翊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１１

徐明波 徐明波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１２

张亦斌 张亦斌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１３

戴智约 戴智约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１４

余荣琳 余荣琳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１５

赵文杰 赵文杰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１６

程成 程成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１７

王晓蓉 王晓蓉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１８

袁丰年 袁丰年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１９

梁海 梁海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２０

陈建峰 陈建峰

３９８ １５，３６２．８０

合 计

７，９６０ ３０７，２５６．００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３５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

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网

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６２

，

５０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６

，

２７２

，

８４７．４０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０．２６３８５６１５％

。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

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

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３３５５

、

８７９０２５７４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建通信”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5,518.6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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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6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

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润建通信” ， 股票代码为

“002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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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

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23.95元/股，发行

数量为5,518.66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311.21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207.4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51.8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4,966.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8年2月2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9,515,35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85,892,776.2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52,64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655,823.8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509,499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1,952,501.05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101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7,968.95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号

（深市）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1

张蓐意 张蓐意

0098893587 479 11,472.05

2

宫喜平 宫喜平

0085449687 479 11,472.05

6

陈建峰 陈建峰

0142409718 479 11,472.05

7

王晓蓉 王晓蓉

0037212971 479 11,472.05

8

王珏 王珏

0192597506 479 11,472.05

9

程成 程成

0107730938 479 11,472.05

10

梁海 梁海

0115166214 479 11,472.05

11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

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5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0199013518 479 11,472.05

12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

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6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0199013528 479 11,472.05

13

王翊 王翊

0050017319 479 11,472.05

14

何学忠 何学忠

0050491042 479 11,472.05

15

余荣琳 余荣琳

0101969127 479 11,472.05

16

杨灿阳 杨灿阳

0103917486 479 11,472.05

17

张亦斌 张亦斌

0057004052 479 11,472.05

18

詹丞 詹丞

0105084676 479 11,472.05

19

赵文杰 赵文杰

0126263030 479 11,472.05

合计

9,101 217,968.95

5

袁丰年 袁丰年

0099200903 479 11,472.05

3

徐明波 徐明波

0102372837 479 11,472.05

4

张庆文 张庆文

0112155841 479 11,472.05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61,745股，包销金额为3,873,792.75元。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9%。

2018年2月26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5608420、8515644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393

证券简称：新天然气 公告编号：

2018-004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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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通过现金交易方式

收购境外上市公司的行为，该行为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收购拟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

并在国家发改委、所在地区商务厅以及外汇管理部门备案后，在境外设立全资子公司具

体实施收购行为。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2月26日起停牌不超过

10个交易日。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做好前期

准备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或报告书，及时公告并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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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806

证券简称：银河生物 公告编号：

2018-016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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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集团” ）部分质押的公司股票已低于平仓线,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 2�月 5�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 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6日披

露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

截至目前，银河集团与质押权人正积极协商、落实通过补充抵质押物、处置部分流动

性较好的资产、提前还款、补充保证金等措施提升履约保障比例的具体细节。截止2018年

2月23日，申请停牌期已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8年2月26日（星期一）上午开市起复牌。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

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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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拉特中旗郜北矿区铁矿采矿权

乌拉特中旗郜北矿区铁矿采矿权， 保证金：150万元， 评估值为488.32万元， 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500万元竞价整体转让， 本项目挂牌期自2018年2月13日起至

2018年3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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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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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3-63622380�联系人：徐先生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央企部

内蒙古化德县秋令沟地区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

内蒙古化德县秋令沟地区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保证金：50万元，评估值为166.57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166.57万元竞价整体转让，本项目挂牌期自2018年

2月13日起至2018年3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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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交易相关其他事

项及特别告知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 联系电话：023-63622380��联系人：徐先生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央企

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