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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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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25日披露了《关

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因工作人员疏忽，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为：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陈柯亮先生任职资格的核查， 陈志勇先生具备与其

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更正为：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陈柯亮先生任职资格的核查， 陈柯亮先生具备与其

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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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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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7月25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7月24日～7月2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7月25日上午9:

30～11:30， 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7月24日下午3:00至2018年7月

25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1号国际金融中心45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8年7月18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58人，代表股份940,606,

2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2244%。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7,277,58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79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53人，代表股份933,328,6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0447%。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均为特别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对上述议案1-3回避表决。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36,332,6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5457%；反对4,273,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45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05,813,1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7.9658%；反对4,273,59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2.03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36,169,2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5283%；反对4,403,0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4681%；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05,649,7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7.8880%；反对4,403,09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2.0958%；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0.016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36,298,7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5421%；反对4,273,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4543%；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05,779,2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7.9497%；反对4,273,59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2.0342%；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0.016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苏州昌创置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40,408,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790%；反对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0.0035%；弃权1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09,889,4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061%；反对33,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58%；弃权1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0.078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阳光城甘肃实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40,408,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790%；反对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0.0035%；弃权1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09,889,4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061%；反对33,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58%；弃权1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0.078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上饶高运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40,408,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790%；反对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0.0035%；弃权1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09,889,4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061%；反对33,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58%；弃权1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0.078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上饶美宸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940,408,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790%；反对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0.0035%；弃权1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09,889,4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061%；反对33,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158%；弃权1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0.078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二）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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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29日第九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在确保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涉及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之日起计算，不超过6个月（详见公司2018-025号公告）。

截至2018年7月25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2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同时，公司已

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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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7月9日，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四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议案，并于2018年7月10日首次公开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针对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

了必要登记。 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查询，公司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

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二）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已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向中登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即2018年1月9日至2018年7月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公司出具了书面查询证明、查询结果。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除王

紫瑶女士外，其余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该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累计买入数量（股） 累计卖出数量（股）

王紫瑶 核心干部 0 13300

经公司核查，王紫瑶女士卖出公司股票的时间为2018年1月23日，知悉本次内幕信息的时间为2018年5月7日。王紫瑶在自查期间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系完全基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均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交易的情形。

（二）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共130

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形，其余激励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前述130位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累计买入数量（股） 累计卖出数量（股）

1 蔡文婷 核心干部 8,700 0

2 曹君 核心干部 12,400 0

3 常吉 核心干部 15,600 9,900

4 陈超 核心干部 486,900 90,000

5 陈慈新 核心干部 180,000 0

6 陈德全 核心干部 431,200 484,000

7 陈国开 核心干部 0 1,250

8 陈海军 核心干部 30,000 0

9 陈乐平 核心干部 9,100 1,000

10 陈友锦 核心干部 256,900 40,400

11 陈幼海 核心干部 15,200 10,300

12 陈宇 核心干部 41,100 5,000

13 程瀚陶 核心干部 7,300 2,000

14 池正华 核心干部 0 900

15 崔琛 核心干部 9,200 1,000

16 戴哲阳 核心干部 1,200 0

17 付光俊 核心干部 16,000 8,000

18 付伟 核心干部 151,500 13,700

19 傅小燕 核心干部 202,300 157,300

20 高生皓 核心干部 68,500 69,000

21 宫铁军 核心干部 155,500 50,000

22 苟宋源 核心干部 7,200 0

23 郭继忠 核心干部 38,900 38,900

24 国晓彤 核心干部 8,200 8,200

25 何光明 核心干部 6,500 6,500

26 侯冀闽 核心干部 2,100 1,000

27 胡爱华 核心干部 23,300 6,300

28 胡奔 核心干部 74,200 18,000

29 胡杰 核心干部 0 100

30 胡英俊 核心干部 1,800 0

31 胡媛媛 核心干部 11,500 0

32 黄贵生 核心干部 3,000 1,000

33 黄海燕 核心干部 1,000 0

34 黄兰天 核心干部 80,700 53,700

35 黄龙会 核心干部 25,500 0

36 黄盛楠 核心干部 6,000 5,000

37 黄世敏 核心干部 20,400 0

38 黄婷婷 核心干部 15,700 5,800

39 黄小达 核心干部 130,200 108,300

40 黄毅敏 核心干部 13,200 0

41 江河 核心干部 55,100 0

42 金光煦 核心干部 30,700 8,000

43 金元强 核心干部 9,500 1,000

44 柯玉苗 核心干部 9,100 9,100

45 兰伟 核心干部 71,600 56,800

46 李德龙 核心干部 67,300 0

47 李鸿博 核心干部 34,200 12,500

48 李晖 核心干部 500 0

49 李莉萍 核心干部 0 20,000

50 李向彬 核心干部 43,900 0

51 李欣伟 核心干部 8,000 5,000

52 李旭霞 核心干部 3,600 0

53 李夷 核心干部 10,800 0

54 林孝兴 核心干部 40,000 30,000

55 刘滨 核心干部 10,000 100

56 刘申亮 核心干部 58,500 0

57 刘玮 核心干部 19,500 2,000

58 刘雄刚 核心干部 5,000 30,000

59 刘轶龄 核心干部 1,608,000 1,433,200

60 刘裕明 核心干部 8,000 0

61 刘自勇 核心干部 786,700 1,014,400

62 罗耀光 核心干部 4,000 0

63 毛向威 核心干部 500 100

64 孟祥利 核心干部 174,700 174,700

65 苗爱宝 核心干部 27,500 0

66 倪超 核心干部 26,400 1,500

67 牛世洪 核心干部 4,600 0

68 潘国升 核心干部 1,500 0

69 潘丽明 核心干部 1,500 0

70 潘龙淼 核心干部 320,000 50,000

71 裴鑫 核心干部 64,300 5,000

72 秦领 核心干部 32,500 3,500

73 卿海堂 核心干部 2,900 1,400

74 任向红 核心干部 70,800 0

75 沈敬桃 核心干部 3,000 0

76 沈乐 核心干部 118,000 0

77 施凌洲 核心干部 10,900 8,100

78 宋名成 核心干部 32,900 8,000

79 宋启琪 核心干部 400 500

80 孙洪 核心干部 155,500 0

81 孙耀锋 核心干部 26,900 13,400

82 唐颖 核心干部 12,500 12,000

83 万欣辉 核心干部 1,900 0

84 汪怡群 核心干部 20,000 3,000

85 王飞 核心干部 17,900 0

86 王磊 核心干部 698,700 665,700

87 王明会 核心干部 51,600 0

88 王璞 核心干部 45,400 15,400

89 王胜平 核心干部 0 30,000

90 王孝锋 核心干部 32,800 0

91 王艳 核心干部 4,600 0

92 王义森 核心干部 3,100 3,100

93 王紫瑶 核心干部 0 13,300

94 魏静 核心干部 17,500 6,600

95 温宝 核心干部 17,400 17,400

96 吴彬武 核心干部 215,100 110,000

97 吴常浩 核心干部 492,300 415,600

98 吴开钱 核心干部 46,100 36,100

99 吴乐 核心干部 10,000 0

100 肖永强 核心干部 200 0

101 谢传龙 核心干部 2,600 2,600

102 谢夫锴 核心干部 15,500 0

103 谢济凯 核心干部 3,000 0

104 谢琨 核心干部 1,100 0

105 许杰 核心干部 16,000 1,000

106 严振华 核心干部 5,000 5,000

107 杨晓明 核心干部 1,700 0

108 杨欣 核心干部 0 165,500

109 杨志刚 核心干部 58,600 12,000

110 易宁 核心干部 3,200 0

111 殷斌宁 核心干部 1,025,040 320,000

112 尹林村 核心干部 104,500 52,500

113 余志岗 核心干部 11,000 1,000

114 俞莉敏 核心干部 33,500 2,400

115 俞文璟 核心干部 215,500 120,000

116 詹宏杰 核心干部 66,100 67,300

117 张斌 核心干部 2,000 4,700

118 张海团 核心干部 600 0

119 张坚 核心干部 110,000 160,000

120 张磊 核心干部 355,700 341,200

121 张冉 核心干部 800 0

122 张荣超 核心干部 180,000 230,000

123 张市 核心干部 24,500 19,100

124 张雪峰 核心干部 57,200 40,500

125 张翼 核心干部 10,300 0

126 张兆强 核心干部 106,000 110,000

127 赵婕 核心干部 16,100 8,100

128 赵兰香 核心干部 45,000 0

129 郑晖 核心干部 486,400 486,400

130 朱泽 核心干部 900 0

经公司核查， 前述130位激励对象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完全基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

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上述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除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并未获知上市公司筹划激励计划的内幕信

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经核查，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一）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中登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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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2018SH1000089-2】 国投华中煤炭物流有限公司55%股权 10457.55 5392.03

注册资本：14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

2831.9600

抚顺铝业有限公司4套资产（200KA电解铝系列相关资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1814.0000

劳动报社4宗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1098.7073

【GR2017SH1000539-4】

龙泉市丰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555弄8号

10层办公楼）

建筑面积 340.65平方米 583.8000

【TR2018SH1000018】 上海集珍毛纺织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存货和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356.6093

【GR2018SH1000188-3】 上海市浦东新区桃林路777、779号（鄂尔多斯艾力大厦）第十四层1406室房产租赁权 租赁面积 85.82平方米 26.9400

G32018SH1000205-0 上海建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7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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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2018SH1000200-0 华润混凝土（中山）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8SH10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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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2018SH1000198-0 上海人民制药厂联星分厂92.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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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8年7月第二期项目推介会公告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拟于2018年7月30日（周一）下午14:00举办2018年7月第二期项目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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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会议室。 欢迎届时莅临！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附部分宣讲项目名称：

1）徐州鸿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项目

关键字：670亩商住用地整体转让

2）中铁十五局集团都匀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项目

关键字：贵州文旅小镇 230亩住宅用地

3）中铁二十三局集团川东水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

关键字：工业用地及厂房、采矿权

4）乌苏市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国家电投集团新疆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新疆乌苏市查岗果勒石灰岩矿采矿权）

关键字：工业用地及厂房、非主业投资退出、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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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务联系人：王悦卫岚联系电话：021-62657272-171、829；邮箱地址： wangyue@suaee.com��wl@suaee.com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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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军工”、“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１４

，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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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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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３６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４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３３

元

／

股。

长城军工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长城军工”

Ａ

股

４

，

４４０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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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安徽长城军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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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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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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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７０％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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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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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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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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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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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８６１

，

３６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５２

，

４４０

，

４９３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１２６１２％

。

配号总数为

１５２

，

４４０

，

４９３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１５２

，

４４０

，

４９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安徽长城军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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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４３３．３４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６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１３

，

３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

０．０８７３７８３６％

，申购倍数为

１

，

１４４．４５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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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300136� � � � � � � �证券简称：信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8-043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7月25日，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于2018年7月26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审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057� 证券简称：万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5

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顺股份” 、“公司”或“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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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人民币9.5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9,500,000张，按面值发行。 本次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万顺转债” ，债券代码为“123012”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

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之外的余额和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

的部分，采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207,743张，即20,774,3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19%；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9,292,250张，即929,225,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7.81%。

本次网上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2018年7月24日（T+2日）完成。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

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出如下统计：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6,662,97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66,297,8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2,629,27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62,927,20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可转债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此外，《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

规定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

额7张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可转债的数量为2,629,279张，包

销金额为262,927,900元，包销比例为27.68%。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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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电话：010-851201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6日

股票代码：002359�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北讯集团 公告编号：2018-081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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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

（以下简称“本项目” ），根据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北讯集团，股票代码：002359）自2018年5月28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详见公司于

2018年5月26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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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9）， 并分别于2018年6月2日、2018年6月9日、2018年6月16日披露

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62）、（公告编号：

2018-064）、（公告编号：2018-066）。

根据工作进展，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6月21日（星期四）开

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暨延期

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7）， 并于2018年6月28日、2018年7月5日、2018年7月

12日及 2018年7月19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 071）、（公告编号：2018-072）、（公告编号：2018-073）、（公告编号：

2018-077）。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年7月23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21日披露的《关于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0）。

一、进展情况

目前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项目涉及的相关工作，对标的资产展开全面尽职调查。 公

司将督促各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承诺期限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二、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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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项目的进展公告。 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尚存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85� � � � �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18-058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收购广东名城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50%

股权暨

关联交易获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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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山公用” ）拟以现金方式

购买控股股东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集团” ）持有的广东名城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城科技” ）95.5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现金收购广东名城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5.5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7）。本次交易须获得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山市国资委” ）批准。

2018年7月25日，公司收到中汇集团转来的中山市国资委《关于广东名城环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中府国资[2018]174号），具体批复内容如下：

1、 同意中汇集团将持有名城科技的95.50%股权按不低于评估价协议转让给中山公

用。

2、请中汇集团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做好股权转让的各项

工作，并办理国有产权及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根据2018年7月9日公司与中汇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合同在以下条件均达

成时生效：

1、合同经中汇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公章（含骑缝章）；

2、中汇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有关事宜；

3、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有关事宜；

4、中山市国资委批准本次股权转让。

目前，《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条件已经达成，公司将与中汇集团推进相关股权的付

款、交割、工商变更登记等工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75� � � � � � � � �证券简称：银泰资源 公告编号：2018-050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2018年7月25日，公司接到股东程少良通知，程少良质押给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的24,080,000股公司股份已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程少良持有公司147,535,74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44%，累计质押

股数42,3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3%。

二、备查文件

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128� � � � � � � �证券简称：常熟银行 公告编号：2018-033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获中国银监会

苏州监管分局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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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到中国银监会苏州监管分局《关于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修改章程的批复》（苏州银监复[2018]137号），核准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8年修订）》全文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网站（www.csrcbank.com）。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25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19.8335�

20.8534�

31.7574�

14.6189�

11.2226�

14.4213�

11.2131�

14.0187�

9.6295�

5.8376�

10.0000�

9.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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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8-136)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07月24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07

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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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