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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3� � � � � � � � �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临2018-088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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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于2018年12月13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通知，2018年12月20日在福州市五一北路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16层公司福州总部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小强先生主持，以现场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

于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恒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拟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决议如下：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恒朴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恒朴” ）根据其现有闲置资金情况并结合近期资金使用计划，在

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并确保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资金收益水平。 具体为：

1、现金管理产品

深圳恒朴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闲置自有资金用于投资品种为低风险、期限不

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固定收益型或保本浮动收益型的理财产品、结

构性存款及证券公司保本型收益凭证等）。 同时，投资产品应当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

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并且流动性好，不影响企业日常资金正常周转的需要。

2、投资额度

在投资期内任一时点持有未到期投资产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00万元。

3、投资期限

自深圳恒朴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本次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深圳恒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拟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内容及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2018年12月2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恒朴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拟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及《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八届二十四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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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十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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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三次监事会会议于2018年12月13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通知，2018年12月20日在福州五一北路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鸣峰先生主持，以现场举手方式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深

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恒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拟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恒朴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恒朴” ）根据其现有闲置资金情况并结合近期资金使用计划，拟在不

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并确保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00万元，期限一年。

监事会认为：深圳恒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

资金收益水平，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深圳恒朴利用闲置资金现金管

理，管理层要充分评估投资风险，落实风险控制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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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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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12月20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陈友立先生的书面辞呈。因工作变动

原因，陈友立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次高级管理人员

辞职自申请人递交辞职报告当日起生效。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

的正常开展。

公司董事会对陈友立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期间，为公司经营发展所做的工作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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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恒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拟用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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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恒朴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拟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现金管理受托方：银行等

●现金管理金额及期限：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00�万元(含 900�万元)，投资期限不

超过 12�个月

●现金管理投资类型：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固定收益型或保本浮动收益型的

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及证券公司保本型收益凭证等)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 挂牌公司，简称“恒宝

通” 、证券代码：832449)�控股子公司深圳恒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恒朴），根据现有闲

置资金情况并结合近期资金使用计划，拟在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并确保正常经营

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资金收益水

平。

一、深圳恒朴进行现金管理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2018年12月20日，公司八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恒宝通光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恒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拟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深圳恒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本次现金管理金额累计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900万元(含900万元)，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二)公司四名独立董事郑学军先生、杨守杰先生、阙友雄先生、曲凯先生对深圳恒朴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深圳恒朴拟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尚需深圳

恒朴股东会通过。

(四)深圳恒朴拟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会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深圳恒朴进行现金管理情况概述

(一)现金管理产品

深圳恒朴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闲置自有资金用于投资品种为低风险、期限

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固定收益型或保本浮动收益型的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及证券公司保本型收益凭证等)。 同时，投资产品应当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

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并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其日常资金正常周转的需要。

(二)投资额度

深圳恒朴在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累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900万元(含900万元)的额度进行

现金管理，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在上述投资额度内，投资产品取得的收益可以进行再投资，

但再投资的金额包括在上述额度内，即指在投资期限内任一时点持有未到期投资产品的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9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现金管理所使用的资金全部为闲置自有资金。

(四)投资期限

投资期限自深圳恒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五)实施方式

在上述投资额度及范围内，授权深圳恒朴公司经营班子具体组织实施相关事宜。

深圳恒朴财务部负责选择投资产品， 根据账户资金结余情况提出现金管理的具体方

案；审批流程为：由财务负责人与总经理审批。 投资产品方案经过批准后，财务部负责投资

产品方案的具体操作。

三、现金管理目的、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现金管理目的及对子公司的影响

由于投资产品的利率远高于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进行现金管理具有明显的收益

性。 深圳恒朴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深圳恒朴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资金的情况下运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适度的现金管理，能提高深圳恒朴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为深圳恒

朴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深圳恒朴公司进行现金管理产品的资金仅限于闲置自有资

金，所购买的为短期保本型投资产品，不影响其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和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

需要。

(二)投资风险

1、尽管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属于风险较低的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较大，不排除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深圳恒朴公司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及自身资金需要变化会进行适时适量的介入，因

此现金管理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三)风险控制措施

1、深圳恒朴公司选择的投资产品为短期保本型产品。

2、深圳恒朴公司经营层需事前评估投资风险，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

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且产品发行

主体需提供保本承诺。

3、深圳恒朴公司规定必须以深圳恒朴公司名义设立现金管理业务的账户，不得使用他

人账户进行操作现金管理业务；

4、深圳恒朴公司及时分析和跟踪暂时闲置资金所投资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和净值变

动情况，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四、前12个月公司及子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一)前12个月，本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

使用进度安排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13.3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单笔现金

管理的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在上述额度内，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

购买和赎回情况详见公司持续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刊登的系列公告。

(二)前12个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购买投资产品累计未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 具体购买和赎回情况详见公司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前12个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恒宝通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

产品累计未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具体购买和赎回情况详见公司及子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深圳恒朴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产品，风险较低，所使用资金为自有闲置资

金，金额在授权额度之内，已按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原则规范履行了审批流程和决

策机制，风险可控。 目前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本次资金使用不会影响其正常经营活动，有

利于提高闲置资金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上市公司和股东谋

取较好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郑学军先生、杨守杰先生、阙友雄先生、曲凯先生对本次深圳恒朴拟

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如下：

(一)本次深圳恒朴投资保本型产品，风险较低，所使用资金为自有闲置资金，金额在授

权额度之内，并按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原则规范履行审批流程和决策机制，风险可

控。

(二)目前深圳恒朴财务状况良好，本次资金使用不会影响其正常经营活动，有利于提高

闲置资金收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本次子公司现金管理方案。

(三)深圳恒朴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须经深圳恒朴公司股东会批准后方

可实施。

(四)本次深圳恒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八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八届二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八届二十四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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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10栋3楼主持

了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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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8

末

“

5

”

位数

24886 49886 74886 99886

末

“

6

”

位数

610852 810852 010852 210852 410852

末

“

7

”

位数

3036624 5036624 7036624 9036624 1036624 5597650

末

“

8

”

位数

69666579 89666579 09666579 29666579 49666579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A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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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中山市金

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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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按2转入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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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1日（T+2日）公告

的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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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T+2日日终，中

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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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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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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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公告编号：临2018-071号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复方丹参滴丸（

T89

）美国

FDA

新药申报进展情况

及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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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 、“公司” ）于日前

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关于天士力开展复方丹参滴丸（美国FDA

临床研究申报代码为T89） 临床试验特殊方案审评 （Special� Protocol�

Assessment，以下简称“SPA” ）的批准函，FDA同意和批准了ORESA（试

验代码：T89-08-ORESA,以下简称“ORESA” ）临床试验方案。 本公司将

按照批准函要求，在美国地区启动一项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

再次验证T89治疗慢性稳定性心绞痛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满足FDA对T89

治疗该适应症的新药申报的要求。

复方丹参滴丸是由天士力独家开发研制的一种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心

血管疾病的现代创新复方中药， 该产品于1998年以药品身份正式通过FDA

的第一次临床研究(IND)申请，并于2006年公司再次获得FDA的IND批准，确

定了治疗慢性稳定性心绞痛的临床适应症， 并成为全球首例完成FDAⅢ期

临床研究的复方中药制剂。 为满足FDA对上述适应症的药政审批要求，公司

向FDA申请开展一项验证性临床研究（详见公司临2017-047号《关于复方

丹参滴丸美国FDA新药申报可行性会议情况的公告》），并于日前获得FDA�

SPA批准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ORESA临床试验方案的主要内容

参加试验的所有受试者将以1:1:1的比例随机分配到高剂量组、低剂量

组以及安慰剂对照组，每组各255名，总计受试者为765名。 其中高剂量组为

300mg，低剂量组为225mg。

试验将验证在服药后第六周末和第八周末完成改良布鲁斯平板运动试

验条件下最大运动耐受时间 （Total� Exercise� Duration， 以下简称

“TED” ）相对于基线值改变的结果。 其中以第八周末TED相对于基线值改

变的结果作为首要终点观察指标，以第六周末TED相对于基线值改变的结果

作为次要终点观察指标。

二、相关风险提示

SPA是美国FDA特别建立的一个对于在研药物的临床研究方案进行提

前探讨和确定的程序， 为药物研发单位和FDA审评专家组提供了一种正式

的沟通方式。 SPA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其达成表明FDA完全认可药物研发单

位的研究方案。 本次临床试验在收到SPA批准后，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按照

美国药品注册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此次试验将为T89提交新药注

册申请以及临床应用、市场推广提供更为充分的临床证据。 在向美国FDA递

交新药上市申请（NDA）前，公司还将与FDA进行充分沟通，以确定最终的

新药上市申请方案。

T89作为全球首例复方中药申报美国FDA新药上市的研究工作，具有众

多前沿性和原创性，是一个长期系统工程，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 该项目在美国进行新药申报在药政评审决策、相关研发进展及结

果、未来产品上市以及上市后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公司将对

该药品在美国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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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2018SH1000445】 北邮众创空间（天津）有限公司100%股权 6.03 6.03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科技企业的孵化服务；高新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物业管理；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服务咨询；电子信息系统集成；商务信

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会议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广告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20.0000

【GR2018SH1001285】

上海东杰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嘉定

区曹安公路2098号219室)

详见交易所网站 73.5800

【GR2018SH1001284】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部

分资产（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河东街道天立花园

彩虹苑6栋1-101室、102室房地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152.7661

【GR2018SH1001283】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部

分资产（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河东街道天立花园

彩虹苑6栋1-301室房地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59.0240

【GR2018SH1001282】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部

分资产（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河东街道天立花园

彩虹苑6栋1-401室房地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63.7874

【G32018SH100055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14.65%股权 545090.62 342553.24

注册资本：382830.12�万元

经营范围：船用主机及其零部件和相关设备的设计、生产、测试、销售及售后

服务；发电机及发电机组、海洋工程专用设备、石油化工设备、汽轮机及辅机、风

能原动设备、水泥机械及其零部件和相关设备设计、生产、测试、销售及售后服

务；金属结构件、铸锻毛坯及机加工制造；货物进出口业务；为船舶提供码头设

施；货物装卸、仓储、物流服务；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

目。

49978.2200

【G32018SH1000550】 沈阳含能金属材料制造有限公司25%股权 40754.70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粉末冶金制品制造及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

10200.0000

【G32018SH1000549】 徐州华辰旅行社有限公司100%股权 80.41 11.02

注册资本：230.00�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旅游服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烟零售；餐饮服务；服

装、家用电器、日用品、空调制冷设备及配件销售；空调安装、维修。

11.0200

【G32018SH1000548】

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2400万股股份（占总

股本18.67%）

160155.64

注册资本：12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

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

务；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

29901.0600

【TR2018SH1000038】

新时代集团浙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房

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和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5392.46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闵行支行10套房产 （上海市闵

行区水清三村45号）

详见交易所网站 339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套房产（上海市

长宁区水城南路348弄1号）

详见交易所网站 2050.0000

【GR2018SH100127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口支行部分资

产（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路485号全幢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750.0000

【GR2018SH1001258】

上海烟草集团松江烟草糖酒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长江中路35号7幢第3层房

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543.0000

证券代码：603567� � � � � � �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2018-049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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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虎

林创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虎林创达” ）《关于对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进行质押的函》的通知，虎林创达将其持有的共计5,500万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

票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国际信托” ）。 具体情况如下：

虎林创达于2018年12月18日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的5,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6.48%），质押期限自2018年12月18日至2019年12月17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虎林创达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7,719.19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67.97%，本次股份质押后，虎林创达累计质押公司股票数量为43,190万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4.83%，占公司总股本的50.86%。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虎林创达办理股票质押是为满足其自身经营性资金需求，补充流动资金,其资金偿

还来源为自身经营收入及获得股票分红的红利等，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在质押股票履约

保障比例达到或低于警戒线但高于平仓线时，虎林创达将追加足额保证金，使得履约保

障比例至风险预警线以上。 目前虎林创达运营稳定，整体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18-061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被列为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试点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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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2月19日，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

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

通知，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

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18]119号）文件，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成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试点企业之一，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将根据试点工作相关要求，积极稳妥推进落实各项

改革举措。

公司将持续关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试点工作进展， 并对涉及公司的相关内容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1日

国家开发银行金融研究发展中心

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列》，

经举办单位国家开发银行同意，拟向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

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18 年 12

月 20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8 年 12月 21日

注 销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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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告(2018-236)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12月19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

1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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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56�

20.2864�

27.6690�

14.7555�

10.3991�

12.1807�

9.2620�

13.7434�

8.5830�

4.9930�

10.1058�

10.1459�

特别提示

1、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机数控”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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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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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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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

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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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2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40%。 根据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 896.29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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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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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815958%。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缴款方面的内容，如下：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无锡上机数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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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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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8 年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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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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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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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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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

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18 年 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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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棠厅主持了上机数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0579、5579、1597

末“5”位数 36984、49484、61984、74484、86984、99484、24484、11984

末“6”位数 568887

末“7”位数 0209432、2209432、4209432、6209432、8209432

末“8”位数 29109160、37625362、06629489、39210646、28623830、65685608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上机数控 A 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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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350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1, 000 股上机数控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保荐

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

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18 年 12 月 19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 4, 16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有 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

购， 其余 2, 224 个有效报价投资者管理的 4, 164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格

（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万股）

贺青平 贺青平 34.10 400

唐妙芬 唐妙芬 34.10 400

雷敬国 雷敬国 34.10 4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

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1, 649, 340 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养老金、

社保基金（A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468, 340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

效申购数量的 28.396%；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B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124, 480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7.547%；其他类型投资者（C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1, 056, 520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

的 64.057%。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

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获配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社

保基金（A 类）

468, 340 1, 575, 194 50.006% 0.03363356%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

（B 类）

124, 480 314, 934 9.998% 0.02529997%

其他类型投资者（C

类）

1, 056, 520 1, 259, 872 39.996% 0.01192473%

总计 1, 649, 340 3, 150, 000 100%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其中零股 431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德邦大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 6882681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21

日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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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人（主承销商）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