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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3� � � � � � � �证券简称：陕国投A� � � � � � � �公告编号：2018-48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国投” 、“公司” 或“发行人” ）向公

司原股东配售股份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79号文核准。

2、 本次配股采取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 本次发行价格为2.60元/股， 配股代码为

“080563” ，配股简称为“国投A1配” 。

3、本次配股向截止2018年7月16日（R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或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陕国投全体股东配售。发行人第一大股东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大股东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已出具了认购公司配

股股票的承诺函，承诺将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公司本次配股方案中确定的其可配售的全

部股份，并确认用于认配股份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4、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8年7月17日 （R+1日） 起至2018年7月23日（R+5

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配股缴款时间。

5、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即缴款起止日期间：2018年7月17日-2018年7月23日）

公司股票停牌，2018年7月24日（R+6日）登记公司对本次配股进行网上清算，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

6、本次发行结果将于2018年7月25日（R+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公告，公司股票于同日开市起复牌交

易。

7、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8、本公告仅就陕国投本次配股的有关事宜向全体股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配

股的任何投资建议。 股东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请详细阅读于2018年7月12日

（R-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配股

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

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本次配股方案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7月16日（R日）

深交所收市后的发行人总股本3,090,491,732股为基数， 按照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

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927,147,519股。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按深交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有

关规定，配股过程中产生不足1份的零碎配股权证，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循环进位

给数量大的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份；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

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内地与香

港对于零碎股份的处理方式可能存在差异，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4、 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 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第二大股东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均已出具了认购公司配股股票的承诺函，

承诺将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公司本次配股方案中确定的其可配售的全部股份，并确认用

于认配股份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5、募集资金的用途：公司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全部用于充实公司资本金，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

各项业务持续快速发展和创新业务的开展提供资本保障。

6、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2.60元/股，配股代码为“080563” ，配股简称为“国投

A1配” 。

7、发行对象：截止2018年7月16日（R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

的陕国投全体股东。

8、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9、承销方式：代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本次配股发行期间的主要日期与停牌安排如下：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R-2日 2018年7月12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配股说明书摘要》、《配

股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R-1日 2018年7月13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R日 2018年7月16日 配股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R+1日至R+5日

2018年7月17日-

2018年7月23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配股提示性公告 全天停牌

R+6日 2018年7月24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R+7日 2018年7月25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

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

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2018年7月17日（R+1日）起至2018年7月23日（R+5日）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缴款地点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

账户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

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3、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

券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080563” ，配股价2.60元/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0.3）。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

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

务指南》中的零股处理办法处理，请投资者仔细查看“国投A1配”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

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数量限额。

4、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

名称：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

法定代表人： 薛季民

联系人： 孙一娟

电话： 029-81870262

传真： 029-88851989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电话： 010-65608437

传真： 010-85130542

特此公告。

发行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46� � � � � � � �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2018-037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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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路通信” 、“发行人” 或“公司” ）根

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2017年9月修订）》（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

理指南（2017年9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可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

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

的《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等处理环节敬请投资者重

点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8年7

月19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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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

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3、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0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

10亿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

额为3亿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立即召开

证券发行委员会会议， 由各发行委员会委员对此次发行是否中止发行进行讨论表决，并

将表决结果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

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4、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

新股、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可转债

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根据2018年7月13日（T-2日）公布的《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 盛路通信及本次发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18日（T+1日）主持了盛路通信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盛路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三位数 470,070,270,670,870,594

末五位数

71038,08538,21038,33538,46038,

58538,83538,96038

末六位数 964049,164049,364049，564049,764049,135206,635206

末七位数 5840582

末八位数

70818665,10818665,30818665，50818665,90818665,

99319740,49319740

末九位数 089253430

凡参与盛路转债网上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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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99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张盛路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9日

证券简称：德尔股份 证券代码：300473� � � � � � � �公告编号：2018-059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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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根据《证券法》、《创业板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等相关规定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

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

的《实施细则》。

本次可转债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

投资者重点关注。 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8年7

月2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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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

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56,470.66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

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

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额为16,941.198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

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3、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

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的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只数合并计算。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56,470.66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

称“德尔转债” ）网上申购已于2018年7月18日结束。

根据2018年7月16日公布的《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

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现将本次德尔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德尔转债本次发行56,470.66万元（共计564.7066万张），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发

行日期为2018年7月18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优先配售德尔转债总计为239,724,500元，即2,397,245张，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42.45%。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根据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可转债应为324,982,

100元，即3,249,821张，按照《发行公告》中规定网上申购每 10� 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

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1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发行的德尔转债总计为324,982,000元，即3,249,820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7.55%，网

上中签率为0.3253360078%。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998,911,870 张 ， 配 号 总 数 为 99,891,187 个 ， 起 讫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000099891187。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18年7月19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结果将于2018年7月20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公告。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0

张（即1,000元）德尔转债。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情况如下：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

（张）

实际获配数

（张）

中签率

原股东 2,397,245 2,397,245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998,911,870 3,249,820 0.3253360078%

合计 1,001,309,115 5,647,065 -

注：《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 张

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余额1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四、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德尔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18年7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提示性

公告》和《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

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六、联系方式

1、发行人：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阜新市经济开发区E路55号

联系人：韩颖

电话：0418-3399169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新闸路1508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2586253

发行人：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03056� � � � � �证券简称：德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9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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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18日，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实际控制人崔维

星先生将其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进行质押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崔维星先生与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25,000,000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票质押给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融入资金，初始交易日

为2018年7月19日，购回交易日为2021年4月19日。 前述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崔维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3,009,1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8%，并

通过控股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控股” ），间接

控制德邦控股持有的公司691,075,961股股份， 崔维星先生直接持有及通过德邦控股间

接控制公司共计734,085,14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6.47%。 本次崔维星先生质押的

25,000,000股股份，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58.13%，占其合计控制公司股份的3.41%，

占公司总股本的2.60%。 本次质押后， 实际控制人崔维星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为25,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0%。

二、股份质押的目的

本次质押主要系实际控制人个人的融资需求。

三、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崔维星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

个人收入、股票分红及其他投资收益等。

四、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股权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如在质押期内，出现股

份平仓风险，崔维星先生将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

被质押股份等。

上述股权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依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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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2018SH1

000203】

上海文化总会有限公司20%股权 403.14 389.14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群众文化活动和策划，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花卉、音响设备的销售，商务咨询，会务服

务，展览展示服务

100.0000

【GR2018SH

1000452】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部分资产（船载 EM120�型多波束测深系统） 详见交易所网站 12.5920

【GR2018SH

1000123-3】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178.180.

甲180号新纪元公寓1503）

建筑面积 77.83平方米 539.3000

【GR2018SH

1000122-3】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中里三区4号楼

11层1106）

建筑面积 70.52平方米 477.3400

【GR2018SH

1000451】

际华集团南京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02号2201室房屋） 建筑面积 209.07平方米 520.5000

【Z318SH10G

0121】

赛亿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16户受托处置不良资产

注册资本：6858.00�万元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及配件、净水器、纯水机、灯具、珠宝清洁器、五金配件、塑料制品、汽车配件制造、

加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18121.4199

G32018SH10

00202-0

上海爱信诺航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35%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

00200-0

华润混凝土（中山）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8SH100

0059

廊坊开发区金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项目名称：孝天养老服务融资项目项目编号：201804240001

孝天养老服务基地项目总投资5.9亿元，总占地面积400亩，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设置床位2500张。项目主要由老年专业护理中心、社区管理中心、孝子园区、老年文化俱乐部、老年公寓区、农业观光生态园组成。 2013年，公司项目被列为湖北

省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孝感市政府事关全局的一百个重大工程项目和孝南区100个重点建设项目。 同年，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改革委员会联合行文批准项目用地20公顷。

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张，公司寻求有实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联手经营养老产业，充分发挥企业优势。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联系电话：021-62657272-171

项目名称：海南铁路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项目编号：G62018SH1000022、G32018SH1000130

海南铁路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项目编号：G62018SH1000022、G32018SH1000130�）已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项目信息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联系人：

朱逸格，联系电话：010-51915380、13810827889；

黄昕宇，联系电话：010-51915336、18600347116。

项目名称：中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烟台观海花园酒店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及其他资产等）

项目编号： GR2018SH1000317

1.观海花园：酒店坐落烟台市莱山区，东邻海边步行10分钟路程，西临岱王山步行5分钟路程，距机场50公里，距火车站和烟台港7公里，距新、老市中心4公里，酒店是一座欧式花园建筑，集培训、会议、旅游、商务、学术研讨的综合性酒店。 酒店

拥有豪华套房、普通套房、单人间、标准客房共计126间。

2.机器设备：冷水机组2台、冷却水塔2个、热交换器1台机器设备等

3.长安面包车一辆

以上资产整体打包，转让底价面议

联系人：王丹 010-51918742��13801268757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公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年4月23日《关于核准设立蜂巢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747号）批准，由唐煌、廖新昌、上海

攀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横琴懿天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横琴懿辰资本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横琴懿嘉资本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发起设立

的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5月18日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手续，现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编号000000028789)。

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其中唐煌出资比例为60.4%，廖新昌出资比例

为20%，上海攀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4.9%，横琴懿天资本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出资比例为4.9%，横琴懿辰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比例为4.9%，横琴懿嘉资本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比例为4.9%。

经营范围：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二层西区226室。

公司网站：www.hexaamc.com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本公司将于2018年8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

00在广西玉林市天桥西路88号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动力大厦17楼会

议室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公司关于同意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的人员

1．持有本公司股份且在工商部门登记在案的股东；

2．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自然人股东必须委托公司的其他股东出席。

三、会议登记办法

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护照）、股东账

户，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或护照）、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及股东账户，法人股股东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或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或护照），于2018年8

月6日至2018年8月10日（上午8:00—11:00，下午2:30—5:00，节假日除

外）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1．会议费用：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办法：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天桥西路88号

联系人：韩义勇

电话：0775-3222666

传真：0775-3222668

邮编：537005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03885 证券简称：吉祥航空 公告编号：临2018-040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备案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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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九元航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元航空” ）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九元航空有限公司扩大

航空运输经营范围的批复》（民航函[2018]597号），同意九元航空将航空运输经营范

围扩大为“国内（含港澳台）航空客货运输业务，至周边国家的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

务” ，有效期限至2020年10月22日。

截至本公告日，九元航空已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

许可证》（民航运企字第072号），并完成了相关工商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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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告(2018-131)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07月17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07月

20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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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春光科技”）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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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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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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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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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４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１

，

４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６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４６

元

／

股。

春光科技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春光科技”

Ａ

股

９６０

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４１４

，

２８２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６９

，

７４０

，

９８５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３７６５２２％

。

配号总数为

６９

，

７４０

，

９８５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６９

，

７４０

，

９８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金华春光橡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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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２６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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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００％

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４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０９７１７４％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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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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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４６

元

／

股。

投资者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

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

日），

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对所有申报价格按

照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照拟申购数量由低到高、相同数量的按照申

报时间由晚到早进行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的配售对象报价，剔除的申购

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

１０％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

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

１０％

。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

申购。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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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

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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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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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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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