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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资本 编号：临

2018-126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被刑事拘留的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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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11月22日收

到《重庆市公安局拘留通知书》，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燕飞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被重庆市公安局拘留，尚待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相关调查。

公司管理层将会加强企业管理，确保各项生产经营有序进行。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3906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80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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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3日披露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现对内容更正如下：

一、重要内容提示

原公告内容：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8年11月20日、11月21日、11月22日连

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现更正为：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8年11月20日、11月21日、11月22日连

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原公告内容：

截至2018年11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盘， 公司股票于2018年11月20日、11月21日、11月22日连

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现更正为：

截至2018年11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盘， 公司股票于2018年11月20日、11月21日、11月22日连

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的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8-155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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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受金融监管不断加强，并叠加生猪价格下行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公司出现暂时性现金流紧张，导致公司及分子公司部分债务出现逾期，具体情况如下：

一、债务逾期基本情况

1、新增债务逾期情况

单位：万元

债权人 债务人 到期日 逾期金额 债务类型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9.26 5,000 信托贷款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11.14 10,000 信托贷款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9.8 10,000 短期借款

联创融久（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郑州雏鹰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2018.10.23 5,000

应收账款

保理

2、前期已披露逾期债务情况

单位：万元

机构名称 到期日 逾期金额 债务类型 备注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2018.5.9 3,710.00 融资租赁 已经双方协商，延期还款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2018.6.13 2,168.80 融资租赁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郑州分行 2018.6.21 4,679.83 流资贷款

该笔贷款为分期偿付，较上

次披露新增一期

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2018.6.22 1,105.00 委托贷款 正在协商，已确定初步方案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2018.6.27 1,425.00 融资租赁 已经双方协商，延期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6.28 3,000.00 流资贷款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逾期债务合计金额为90,953.63万元，其中包括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

期融资券50,000万元，其余的为金融机构借款，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18.32%。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如果无法妥善解决逾期债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能面临诉讼、仲裁、资产被冻结等事项，可能

会影响其他债权人对公司的信心，从而进一步减弱公司融资能力，加剧公司资金紧张局面。

三、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目前公司正在通过内部、外部两方面加快资金的筹措，目前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积极与各金

融机构沟通不压贷、不抽贷，到期贷款及时的续作；公司加快存货的售出、积极处置资产，补充公司现金

流；政府介入引导协助等。

同时，缓解公司目前现金流紧张的局面，公司计划对公司现有债务调整支付方式，本金主要以货币

资金方式延期支付，利息部分主要以公司火腿、生态肉礼盒等产品支付，债务范围包括公司现有所有债

务。 目前该方案仅为初步方案，正在与各债权人协商。

四、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521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18-110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以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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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已经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反馈意见。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

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情况公告如下：

2013年11月至2018年11月，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

口头警示1次。

（一） 情况说明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9日收到上交所对公司及董事会秘书祝永华

给予的口头警示通报，违规类型为重大事项披露不及时，具体如下：“2017年12月29日，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发布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品的公告（第一

批）》，我部要求相关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有7个产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是药品通过数量最多的公司，且相关产品最近一期销售收入合计占公司营业

总收入比例较高。上述事项对公司经营业绩具有重大影响，市场高度关注，媒体也进行了广

泛报道，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虽经我部明确要求，但公司仍未能及时披露，迟至

2018年1月3日才披露。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2.1、2.2、2.3条和《行业信

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等相关规定。 经讨论，我部决定对公

司及董秘祝永华予以口头警告。 ”

（二） 整改措施

公司收到口头警示后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加强信息披露有关业务的深入学习，同

时进一步增强内部规范管理，保证重大事项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除上述事项外，最近五年公司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

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521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公告编号：临

2018-111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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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181366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

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

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539

证券简称：横河模具 公告编号：

2018-097

转债代码：

123013

转债简称：横河转债

宁波横河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宁波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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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宁波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

与交流，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宁波证监局与宁波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

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宁波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 活动于2018

年11月27日下午15：00—17:00举行，平台登录地址为：http：//www.p5w.net。届时，公司

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

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

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宁波横河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539

证券简称：横河模具 公告编号：

2018-098

转债代码：

123013

转债简称：横河转债

宁波横河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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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横河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兼副总经理陈建祥先生持有公

司股票791,99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38%，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

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97,99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 0.095%）。

公司于近日收到陈建祥先生提交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减持股东基本情况

序号 名称 职务 所持股份总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 陈建祥 董事、副总经理 791,998 0.38%

合计 791,998 0.38%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 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因权益分派送转的股

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5、减持数量上限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东名称 本次拟减持股票数量上限

本次拟减持数量上限

占总股本的比例

陈建祥 197,999 0.095%

合计 197,999 0.095%

6、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三、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陈建祥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本人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本人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另外，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本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

个月内， 若本人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

份，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不论本人在公司的职

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公司离职，本人均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截至目前，陈建祥先生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本次拟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

诺的情况，后续将继续严格遵守减持规则的相关规定与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及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

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计划进展情况按规定进行披露。

2、在按照本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公司将督促有关股东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上述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

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备查文件

有关股东的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宁波横河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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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2018SH1000451】 丽江映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14.68%股权 35742.29 10177.20

注册资本：8973.66�万元

经营范围：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及相关制剂的开发、生产、销售

及进出口业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化妆品、保健食品、中药饮

片、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的开发、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2580.0000

【G32018SH1000450】

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623万股股

份（占总股本的19.60%）

549549.85 385551.51

注册资本：8281.00�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建设工

程项目管理；市场营销策划；财务顾问；法律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技

术开发与推广；企业形象策划，房屋租赁；城乡环境卫生投资、建设

及运营管理。

75600.0000

【G32018SH1000449】

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57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5.52%）

549549.85 385551.51

注册资本：8281.00�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建设工

程项目管理；市场营销策划；财务顾问；法律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技

术开发与推广；企业形象策划，房屋租赁；城乡环境卫生投资、建设

及运营管理。

21300.0000

【G32018SH1000334】

株洲时代电气绝缘有限责任公司90%股

权

28551.16 20329.29

注册资本：16201.00�万元

经营范围：绝缘材料及制品、绝缘漆和树脂、云母制品和柔软复

合材料、层压预浸料及其制品、聚酰亚胺薄膜产品、芳纶纸及其制

品、高分子成型材料及加工、原辅材料的开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

及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18296.3610

【GR2018SH1001108】

上海普天科创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上

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00号13幢工业房地

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38669.4000

【GR2018SH1001107】

上海长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位于云岭东

路89号长风国际大厦1908室25个月租赁

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127.7500

【GR2018SH1001106】

上海思锐置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浦东新

区张江镇祥科路268号104室 、201-208

室）

详见交易所网站 16094.0000

【G32018SH1000448】

湖南惠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350万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21.7742%）

32048.12

注册资本：6200.00�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纤维及制品、织物：金属纤维毡、导电塑料、电磁

屏敝材料、金属材料制品、化工材料，新材料、新技术的研究、开发、

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燃烧器、燃烧机、

锅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不动产租赁。

6982.5000

【GR2018SH1001105】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瞿溪

路883弄6号601室）

详见交易所网站 931.0000

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12套房产（江苏省

新沂市现代商城）

详见交易所网站 2064.0273

【G32018SH1000447】

武汉华润万家物流配送有限公司100%股

权及相关债权人民币6742.369793万元

6995.07 842.83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物流配送

7594.8700

苏州河畔商业房地产项目（13号线武宁路站约300米）整体转让，项目位于苏州河畔，邻水而立；西临曹家渡商圈，北接我格广场，商业聚集度高；轨交13号线武宁路站直通，与规划轨交14号线共站，交通极为

便利。 有意者请联系万经理、张经理，电话021-62657272-324、021-6265727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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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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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云易通物流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35%股权

17404.03 14996.84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共计276197平方米，其中仓储用地128896平方米，其他商服用地147301

平方米。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5248.894

2

重庆科瑞南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55%股权及3260万元债权

27067.86 3102.36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开发并规模化生产天然植物提取物和医药中间体，是中国最大的植物提取物生产商和出

口商之一。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4970

3

贵州渝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6%

股权和207886.7675万元债权

522582.62 153423.68

公司主要资产为贵州省境内的5座煤矿，煤炭资源储量共计35459万吨。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

cquae.com

咨询电话：熊靛楠023-63606252、18680845183

247776.9243

4

重庆化医中昊化工设备制造安装

有限公司10%股权

23347.717346 6102.542104

标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产品为高中低压管道管件、压力容器、各种管道管件及设备的防腐（包括工厂化防腐

及现场防腐）等，并进行产品定制。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577.27

5 重庆悠活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85.549079 74.892731

标的公司主要业务为:�计算机软件开发；利用互联网销售：化妆品、保健食品、I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批发

兼零售；货物进出口。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43.6815

6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36577.573874万债

权

41547.607939 228.273898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系位于彭水新城项目的两块商住用地， 总计306.85亩。 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

cquae.com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41912.293874

7

重庆诗仙太白诗韵酒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3042.992098万元债

权

3574.744699 61.84103

标的公司具有白酒生产资质， 主要资产为位于梁平区双桂街道工业园区内约67832.8㎡工业出让地及厂房。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3830

8

重庆筑能渝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40%股权

156.418098 0.232853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拥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304.4

9

煌盛集团重庆管业有限公司21%

股权

8050.025419 281.578584

标的企业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安装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钢丝网骨架塑料复合

管、PE管材、孔网钢带塑料复合管等。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434.574

10

重庆星界置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

及21651.85万元债权

50942.598505 27813.254305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涉及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待开发的5宗土地使用权（地块编号T11-3/02：土地用途二类

居住用地，土地面积45955㎡，容积率2；地块编号T11-7/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46256㎡，容

积率2；地块编号T11-8/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27498㎡，容积率2.5；地块编号

T11-9/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31784㎡，容积率2.5；地块编号T12-7/02：土地

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29738㎡，容积率2.58，商住比2:8）。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

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105600

11

重庆渝百家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80%股权

7533.35 1851.75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55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超市连锁经营管理；市场调查；批发兼零售等 。 现拥有直营、

联营、 加盟等各类综合超市和社区便民店800余家， 年销售收入3亿多元。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

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1481.4

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拟通过公开竞价方式整体转让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 本次拟转让的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本金50,000,000.00元，截止2018年11月8

日累积欠息32,542,275.21元，债权合计人民币82,542,275.21元（实际金额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书为准）。 竞价起始价为83,108,800.00元，竞买保证金4,155,440.00元。

注：本次转让的债权详细情况意向竞买人可按程序向转让方咨询。

报名联系人：方兴

报名电话：023-63621526�17783117915����QQ:3446847306

重庆市垫江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组建新供水公司

重庆市垫江县自来水有限公司拟以评估后的净资产1.1亿元作为出资，占股比44%，以县水务局测算的近三年供水设施建设所需资金1.4亿元作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出资，占股比56%（战略投资者出资溢价部分进入新供水公司资本公积），对外公

开引进战略投资者组建新供水公司，负责垫江县城区及黄沙镇供水业务。 合资经营期限：30年（自公司设立登记之日起算）。 按照评分标准及评分依据现场评审，以综合评分最高者确定投资方。 挂牌期自2018年11月9日起至2018年11月28日止，详

情请见www.cqua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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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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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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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延养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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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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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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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80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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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3日披露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现对内容更正如下：

一、重要内容提示

原公告内容：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8年11月20日、11月21日、11月22日连

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现更正为：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8年11月20日、11月21日、11月22日连

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原公告内容：

截至2018年11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盘， 公司股票于2018年11月20日、11月21日、11月22日连

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现更正为：

截至2018年11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盘， 公司股票于2018年11月20日、11月21日、11月22日连

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的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8-155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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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受金融监管不断加强，并叠加生猪价格下行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公司出现暂时性现金流紧张，导致公司及分子公司部分债务出现逾期，具体情况如下：

一、债务逾期基本情况

1、新增债务逾期情况

单位：万元

债权人 债务人 到期日 逾期金额 债务类型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9.26 5,000 信托贷款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11.14 10,000 信托贷款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9.8 10,000 短期借款

联创融久（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郑州雏鹰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2018.10.23 5,000

应收账款

保理

2、前期已披露逾期债务情况

单位：万元

机构名称 到期日 逾期金额 债务类型 备注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2018.5.9 3,710.00 融资租赁 已经双方协商，延期还款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2018.6.13 2,168.80 融资租赁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郑州分行 2018.6.21 4,679.83 流资贷款

该笔贷款为分期偿付，较上

次披露新增一期

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2018.6.22 1,105.00 委托贷款 正在协商，已确定初步方案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2018.6.27 1,425.00 融资租赁 已经双方协商，延期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6.28 3,000.00 流资贷款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逾期债务合计金额为90,953.63万元，其中包括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

期融资券50,000万元，其余的为金融机构借款，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18.32%。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如果无法妥善解决逾期债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能面临诉讼、仲裁、资产被冻结等事项，可能

会影响其他债权人对公司的信心，从而进一步减弱公司融资能力，加剧公司资金紧张局面。

三、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目前公司正在通过内部、外部两方面加快资金的筹措，目前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积极与各金

融机构沟通不压贷、不抽贷，到期贷款及时的续作；公司加快存货的售出、积极处置资产，补充公司现金

流；政府介入引导协助等。

同时，缓解公司目前现金流紧张的局面，公司计划对公司现有债务调整支付方式，本金主要以货币

资金方式延期支付，利息部分主要以公司火腿、生态肉礼盒等产品支付，债务范围包括公司现有所有债

务。 目前该方案仅为初步方案，正在与各债权人协商。

四、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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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16)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11月21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11

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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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73�

20.2818�

28.5517�

14.7420�

10.5423�

12.5216�

9.6466�

13.7574�

8.7966�

5.1888�

10.0863�

10.1121�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容冷链”、“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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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３５

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海容冷链”，股票代码

为“

６０３１８７

”。

２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网上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３２．２５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８９８

，

６５５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４１

，

７３１

，

６２３．７５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０１

，

３４５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

，

２６８

，

３７６．２５

５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１

，

３４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３

，

２６８

，

３７６．２５

元，包

销比例为

０．５０７％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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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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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２５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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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农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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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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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及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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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１

，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４．３３

元

／

股。

新农股份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新农股份”

Ａ

股

１

，

２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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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

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

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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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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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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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７７９

，

３８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８７

，

５５３

，

１６７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７５

，

１０６

，

３３４

个，配号起始

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７５１０６３３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浙江新农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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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２９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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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中签率为

０．０３０８３８４０４７％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２４２．７１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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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根据《深圳市隆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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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海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上

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主持了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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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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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３１

末

“

５

”

位数

９０３９３ ０２８９３ １５３９３ ２７８９３ ４０３９３ ５２８９３ ６５３９３ ７７８９３

末

“

６

”

位数

０８０７６９ ３３０７６９ ５８０７６９ ８３０７６９

末

“

７

”

位数

１０３３９７９

末

“

８

”

位数

２６１２７９０９ ４６１２７９０９ ６６１２７９０９ ８６１２７９０９ ０６１２７９０９ ８６９２１３５９ ３６９２１３５９

末

“

９

”

位数

０４６０１１２１８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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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

，

３３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

５００

股深圳

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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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１

。 按

２

转

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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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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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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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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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