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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959

证券简称：百利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54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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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8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387,237,853.02 243,343,709.20 59.13

营业利润 90,247,221.77 24,575,648.90 267.22

利润总额 92,230,776.08 24,573,654.90 27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093,676.22 20,763,700.87 28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942,644.19 20,652,469.24 267.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5 0.07 2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2 2.38 增加5.5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2,588,654,451.39 2,232,785,410.55 1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033,780,981.98 958,495,305.76 7.85

股 本 313,600,000.00 224,000,000.00 4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30 3.06 7.8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着全年经营目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充分把握外部

经济形势，加强内部运营管理，全力推动产业整合升级，经营业绩得到大幅增

长。 上半年，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均实现较大增长，营业总收入3.87亿元，同比上

年增加59.13%，利润总额0.92亿元，同比上年增加275.32%，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0.79亿元，同比上年增加280.92%。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

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增长均超过30%，主要原因

是公司大型工程总承包项目办理竣工结算， 增加合并主体百利锂电且锂电产

品销售收入增长；同时公司加强项目管理严格控制成本。

2.报告期内，股本增加40.00%，原因为：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召开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的议案》，确认以总股本22,4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4股。 该方案已于2018年6月16日实施完毕，上述转增股本方案实

施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31,360万股。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

载 2018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可能与

本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007

证券简称：花王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52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项目预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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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1、该项目目前处于预中标结果公示阶段，公示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公

司能否获得《中标通知书》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该项目由多家公司联合中标，公司主要负责市政道路及绿化的施工，且后期会将部

分施工内容进行专业分包，公司实际承接项目金额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项目总金额、建设

范围、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预中标项目概况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与其他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了

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及临空港新城市政道路PPP项

目（以下简称“项目” ）的竞争性磋商，根据湖北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hubei.

gov.cn）2018年8月20日发布的预中标结果公示，公司与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牵

头人）、中信工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武汉）有限公司、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政企合作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

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预中标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网络安全人才

与创新基地及临空港新城市政道路PPP项目。 具体信息如下：

1、项目名称：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及临空港新城

市政道路PPP项目。

2、项目编号：GXTC-CZ-1813051。

3、项目实施机构：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城乡建设局。

4、项目投资规模：本项目估算总投资约1,016,653.19万元（项目投资规模非合同金

额；该项目由多家公司联合中标，公司主要负责市政道路及绿化的施工，且后期会将部分施

工内容进行专业分包，公司实际承接项目金额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5、预中标供应商名称：

联合体牵头人：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联合体成员：中信工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武汉）有限公司、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

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投标报价：可用性资产回报率7.47%；

运营维护利润率7.42%；

建设期财务费用率7.35%；

配套市政工程建安工程造价下浮率2.10%。

7、项目合作期：本项目合作期限为15年，其中建设期3年，运维期12年。

8、回报机制：可行性缺口补助。

二、项目预中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1、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依托武汉市生产、生活、生态三方面的优势，旨在建设

成为集学历教育、在职培训、研发中心、孵化平台为一体的“科教+科创” 人才高地，充分体

现了智慧城市及产城融合发展的先进理念。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之一参与本项目的投资建

设，是公司顺应信息时代发展需要、探索智慧生态城市领域、深入生态产业布局的重要举

措，若能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将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业务支持，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

长期积极的影响。

2、本合作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该项目对甲方形成

依赖。

三、风险提示

1、该项目目前处于预中标结果公示阶段，公示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公

司能否获得《中标通知书》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该项目由多家公司联合中标，公司主要负责市政道路及绿化的施工，且后期会将部

分施工内容进行专业分包，公司实际承接项目金额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项目总金额、建设

范围、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

2018-062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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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累计数量：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50,000万元（含本次担保），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长制药”或“公司”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菏泽西城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签订《借款合同》，向建设银行借款人民

币10,000万元，并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丹红” ）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菏泽市中华西路369号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赵涛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蜜丸、浓缩丸、水丸、水蜜丸）、口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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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9,196,702,576.68元，负债总额5,978,005,726.59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800,000,000.00元，流动负债5,564,171,872.33元，净资产13,218,

696,850.09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863,918,661.24元， 净利润1,638,938,372.52

元，资产负债率为31.14%。 （上述数据经审计）

截止2018年3月31日，总资产18,627,487,663.07元，负债总额5,188,985,766.17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585,000,000.00元、流动负债4,784,153,326.08元，净资产13,438,

501,896.90元，2018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430,784,526.12元，净利润204,756,178.36

元，资产负债率为27.86%。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 担保主要内容

山东丹红为公司与建设银行形成的人民币10,00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一） 自上述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 建设银行与公司就借款合同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山东丹红继续承担保证

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三） 如借款合同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四）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借款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借款合同项下债务被建设

银行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建设银行确定的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

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年度）会议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预计新增贷款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担保属于前

述授权额度范围，风险可控，公平对等，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40,000万元，占公司2017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8.26%。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579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

2018-041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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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8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朱枫公路1226号，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20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059,5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光荣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公司董事张波、独立董事胡建军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应建森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徐益平先生列席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59,522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经营范围暨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59,522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18年

半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23,959,122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修改经营范围暨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特别表决事项，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伟一、施敏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157

证券简称：拉夏贝尔 公告编号：临

2018-044

证券代码：

06116

证券简称：拉夏贝尔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参股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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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向Naf� Naf� SAS提供借款， 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公司与Naf�

Naf� SAS之间进行成衣购销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双方正常经营活动需求发生，本次交易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公司本次与Naf� Naf� SAS签订了购销产品的贸易框架协议，实际发生金额以双方后

续结算金额为准；在后续公司与Naf� Naf� SAS的日常关联交易活动中，或将受到市场价格

变动、汇率变动、运输风险以及其他贸易风险等因素的影响。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累计与Naf� Naf� SAS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约合人民币540.59万元，占公司2017年底经审计净资产金额0.14%。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依照上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支持参股子公司Naf� Naf� SAS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

下，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全资孙公司LaCha�

Fashion� I� Limited（以下简称“LaCha� Fashion� I” ）拟根据Naf� Naf� SAS实际需求向其

提供借款，借款金额不超过500万欧元，借款期限为十二个月，借款利息为年利率6%，借款

用途为用于Naf� Naf� SAS的日常经营活动。

此外，LaCha� Fashion� I拟与Naf� Naf� SAS签订《贸易框架协议》。 基于此协议，未来

十二个月内，公司拟向Naf� Naf� SAS销售金额不超过1,175万欧元的成衣产品；同时，Naf�

Naf� SAS拟向公司销售金额不超过500万欧元的成衣产品。

截至目前，公司通过LaCha� Apparel� II� Sàrl（以下简称“LaCha� Apparel� II” ）间

接持有Naf� Naf� SAS� 40%股权，Naf� Naf� SAS为公司参股子公司。 由于公司董事于强先

生兼任LaCha� Apparel� II董事，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

定， Naf� Naf� SAS构成本公司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交易为止

的十二个月内，公司与Naf� Naf� SAS之间关联交易金额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以上，但未

达到公司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5%，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Naf� Naf� SAS

2、公司性质：简易股份有限公司

3、成立时间：1974年01月17日

4、公司注册号：300� 345� 808

5、注册资本：13,978,090欧元

6、注册地：法国塞纳河畔伊比涅市Foch�大街 6/10�号，93800

7、主要办公地点：法国塞纳河畔伊比涅市Foch�大街 6/10�号，93800

8、主营业务：Naf� Naf� SAS自成立以来主营服装零售业务

9、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8年6月30日，Naf� Naf� SAS总资产134.6百万欧元，负债总额59.7百万欧元，净

资产74.9百万欧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Naf� Naf� SAS实现营业收入167.1百万欧元，毛利

润为96百万欧元，EBITDA为3.2百万欧元。（未经审计数据；财务年度为每年的9月1日到次

年的8月31日）

10、Naf� Naf� SAS的股权结构

LACHA� APPAREL� II� SàRL持有 Naf� Naf� SAS100%的股权，LaCha� Fashion� I�

Limited、Trendy� Pioneer� Limited、East� Links� International� (HK)� Co.,� Ltd分别持有

LACHA� APPAREL� II� SàRL40%、30%及30%的股权。

三、 本次交易主要内容和安排

（一）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出借人）：LaCha� Fashion� I� Limited、Trendy� Pioneer� Limited以及East�

Links� International� (HK)� Co.,� Ltd

乙方（借款人）：Naf� Naf� SAS

借款合同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1、借款金额：本合同下借款总金额为不超过1250万欧元，以实际资金发放的金额为

准。 其中，LaCha� Fashion� I承担40%即不超过500万欧元，Trendy� Pioneer� Limited承担

30%即不超过375万欧元，East� Links� International� (HK)� Co.,� Ltd承担30%即不超过

375万欧元。

2、借款用途：为乙方经营活动提供资金，乙方不得变更借款用途。

3、借款利息：年利率6%。

4、借款期限：借款偿还期限为十二个月，以实际资金发放金额及发放日为准计算借款

偿还期限。

5、到期时乙方全额偿还贷款及利息。

6、如果乙方能够提前还请借款，应向甲方提交不可撤销借款还款申请及还款计划。 经

甲方审核确认乙方无借款本息延误，并已付清当期利息后，甲方将批准提前还款申请，乙方

可提前还款。

7、如果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通过协商解决，如果通过协商未能达成

协议，则争议案件应按照仲裁规则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委员会作出的

决定应被视为最终决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基于《贸易框架协议》，未来十二个月内，公司拟向Naf� Naf� SAS销售金额不超过1,

175万欧元的成衣产品；Naf� Naf� SAS拟向公司销售金额不超过500万欧元的成衣产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Naf�Naf�SAS 接受劳务 市场公允定价 - 48万欧元 -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Naf�Naf�SAS 采购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500万欧元 - -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Naf�Naf�SAS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定价 1175万欧元

23.7309万美

元

-

合计： / / / 1675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

540.59万元

/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向Naf� Naf� SAS提供借款的利率为合理定价的固定利率，定价公允合理。 公司与

Naf� Naf� SAS的日常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进行交易，以市场价格作为定

价依据。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交易存在市场指导价格的，按市场价格交易；无可供参

考市场价格的，原则上交易双方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协商确定。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Naf� Naf� SAS签订了《借款协议》与《贸易框架协议》。

五、本次交易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情况下向Naf� Naf� SAS提供借款，有助于支持其日常经营和业务

开展。 公司与Naf� Naf� SAS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业务活动，有助于双方利用各自的

优势，在价格公允的前提下，相互利用各方的市场、供应链、渠道等资源。本次交易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六、关联交易的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与Naf� Naf� SAS签订了购销产品的贸易框架协议，实际发生金额以双方后续

结算金额为准；在后续公司与Naf� Naf� SAS的日常关联交易活动中，或将受到市场价格变

动、汇率变动、运输风险以及其他贸易风险等因素的影响。

七、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2018年8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参股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6票通过，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会审议上

述事项时，于强生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于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向参股子公司Naf� Naf� SAS提供关联借款，有

助于支持其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借款利息为年利率6%，为合理定价的固定利率，定价公

允合理。 公司与Naf� Naf� SAS之间发生购销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因此而对其形成依

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审议时，

关联董事依法回避了表决，董事会通过了此议案。该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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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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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900万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8月24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7年7月21日，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314号）核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00万股。 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20,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5,0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000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公司11名股东：上海晨灿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晨灿投资” ）、上海盛彦舟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盛彦舟合” ）、上海诚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诚芯投资” ）、浙江恒晋同

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晋同盛” ）、王新荣、马夏坤、何晓玲、金晓

铮、王伟、李振华、祝鹏飞。 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该

部分限售股共计4,9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50%，将于2018年8月24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 总股本为20,000万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0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000万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因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

发生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对其所

持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一）股份锁定承诺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王新荣、马夏坤和费禹铭承诺：1、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2、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3、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发

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

整），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的情形，其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且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4、若本人违背上述股份锁

定承诺，本人因减持股份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上缴给公司；如不上缴，公司有权扣留本人应

获得的现金分红；本人将继续执行股份锁定承诺，或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

易所等有权部门的要求延长股份锁定期。

公司股东晨灿投资、盛彦舟合、诚芯投资、恒晋同盛、何晓玲、金晓铮、王伟、李振华、祝

鹏飞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王新荣、马夏坤承诺：1、本人作为公司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除因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需要本人公开发售部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外，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2、若本人在所持公司的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有意向减持的，减持股份应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发行

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

整）；且该两年内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5%。 3、本人实施减持时（且仍

为持股5%以上的股东），至少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积极配合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

4、若本人违背上述股份减持意向，本人因减持股份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上缴给公司；如不

上缴，公司有权扣留本人应获得的现金分红，本人将继续执行股份减持意向，或按照证券监

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的要求延长股份减持意向。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和相关规定，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从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上市后6个月内发生

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也未出现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的情形。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有关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对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

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900万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8月24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万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万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万股)

1 王新荣 1,100 5.50 1,100 0

2 马夏坤 1,100 5.50 1,100 0

3 晨灿投资 500 2.50 500 0

4 盛彦舟合 470 2.35 470 0

5 诚芯投资 400 2.00 400 0

6 何晓玲 400 2.00 400 0

7 金晓铮 300 1.50 300 0

8 恒晋同盛 250 1.25 250 0

9 王伟 180 0.90 180 0

10 李振华 170 0.85 170 0

11 祝鹏飞 30 0.15 30 0

合计 4,900 24.50 4,90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万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7,120 -1,620 5,50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7,880 -3,280 4,6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5,000 -4,900 10,100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股 5,000 4,900 9,9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000 4,900 9,900

股份总额 20,000 0 2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关于华宝标普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C

类份额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2018-08-21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大智慧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挖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北京）有限公司、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

协议》，本公司自2018年8月21日起增加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联泰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挖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奕丰

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

公司、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为华宝标普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C类份额的场外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到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财富

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挖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万得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

司、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办理华宝标普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C类份额的开户、申购、定投、转换及其他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号院6号楼2单元21层222507

客户电话：4000618518

公司网址：https://danjuanapp.com/

（2）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

客户电话：400-700-9665

公司网址：www.ehowbuy.com

（3）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0层

客户电话：400-920-0022

公司网址：www.licaike.com

（4）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电话：400-817-5666

（5）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1503室

客户电话：400-820-5369

公司网址：www.jiyufund.com.cn

（6）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28号富卓大厦A座7层

客户电话：400-166-1188

公司网址：http://8.jrj.com.cn

（7）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东三街2号4层401-15

客户电话：4000988511

公司网址：http://kenterui.jd.com

（8）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座3层

客户电话：4000-466-788

公司网址：www.66zichan.com

（9）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

客户电话：4008219031

公司网址：www.lufunds.com

（10）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杨浦区秦皇岛路32号C栋 2楼

客户电话：400－821－5399

公司网址：www.noah-fund.com

（11）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客户电话：95177

公司网址：www.snjijin.com

（12）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8号卓越世纪中心1号楼1806-1810

客户电话：4006-877-899

公司网址：www.tenyuanfund.com

（13）上海大智慧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428号1号楼10-11层

客户电话：021-20219931

公司网址：https://8.gw.com.cn/

（14）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903室

客户电话：4008-773-772

公司网址：www.5ifund.com

（15）上海挖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99号5层01、02、03室

客户电话：021-50810673

公司网址： www.wacaijijin.com

（16）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明路1500号万得大厦11楼

客户电话：400-821-0203

（17）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

科研楼5层518室

客户电话：010-62675369

公司网址：www.xincai.com

（18）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9号楼15层1809

客户电话：400-6099-200

公司网址：www.yixinfund.com

（19）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客户电话：400-684-0500

公司网址：www.ifastps.com.cn

（20）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31号5号楼215A

客户电话：400-6262-818

公司网址：www.5irich.com

（21）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8号HALO广场4楼

客户电话：400-678-8887

公司网址：www.zlfund.cn

（22）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2楼B1201-1203

客户电话：020-89629099

公司网址：www.yingmi.cn

（23）投资者还可通过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sfund.com）和华宝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021-38924558� ）咨询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