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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1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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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www.suaee.com）

股权/债权/增资类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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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Q319SH1014885】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380万股

（占总股本的5%）

未提供 未提供

注册资本：407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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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 （按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及期限从事经营活动）

34849.8000 2019-02-11

【G32018SH1000498-2】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6.50万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0.0115%）

26.78 26.78

注册资本：143832.79�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商业设施的销售、出

租；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包装服务；打印、复印、传真、电话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服务；仓储服务；信息咨询；承办组织展览、展销；设备租

赁；购销机械电器设备（汽车除外）、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百货；建

筑装饰、装修；制冷设备安装；健身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住宿；餐饮；零售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零售音像制

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4.1020 2019-02-01

【G32019SH1000004】

华夏龙晖（北京）汽车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1583.89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23.60%）

14636.01 8399.40

注册资本：6712.24�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电子产品设备、机械电子设备;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计算机技术培训;研发汽车电子产品设备、机械电子设备;研发、生产计算机软硬

件;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

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982.2700 2019-02-01

【G32018SH1000415-2】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130万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0.38%）

未提供

1113780.0

0

注册资本：300941.6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

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出

口信用险除外）、短期健康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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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0.0000 2019-02-01

物权/租赁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R2018SH1001118-2】

上海闵行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

上海市顾戴路2199弄82号，住宅用途，建筑面积173.35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953.0000 2019-02-12

【GR2018SH1001117-2】

上海闵行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

上海市顾戴路2199弄84号，住宅用途，建筑面积192.45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1058.0000 2019-02-12

【GR2018SH1000165-3】

上海中环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位

于新会路468号8层整层3年租赁权

上海市新会路468号8层整层3年租赁权，商住办综合用途，租赁面积880.09平方米，详见项目网站公告 154.1918 2019-01-23

【GR2018SH1001243-2】

新疆阿拉尔聚天红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部分资产

上海市浦东新区板泉路903号1-3层，店铺用途，建筑面积203.87平方米，详见项目网站公告 780.0000 2019-02-11

【GR2019SH1000021】 中交上海疏浚有限公司部分报废资产

“航浚5002” 挖泥船，总长、宽、型深 103.11米/18.0米/8.65米，总吨位 5043吨，净吨位1512吨 ；空船重量：3321吨，详

见项目网站公告

564.5700 2019-01-23

【GR2019SH1000020】 江苏省保税仓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南路575号4-5层的房产，办公用途，建筑面积319.6平方米，详见项目网站公告 351.0000 2019-02-03

【GR2019SH1000016】 上海晟居实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街道浦明路1366号201室、204室、301室、302室房产，商业、办公用途，建筑面积1971.9平方米，

详见网站项目公告

11841.0000 2019-02-02

【GR2018SH1000165-3】

上海中环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位

于新会路468号8层整层3年租赁权

上海市新会路468号8层整层3年租赁权，商住办综合用途，租赁面积880.09平方米，详见项目网站公告 154.1918 2019-01-23

证券代码：

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2019-001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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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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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2018年1-12月）

上年同期

（2017年1-12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0,113.67 151,319.29 5.81

营业利润 11,925.47 11,052.20 7.90

利润总额 11,820.33 11,341.57 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80.83 9,810.36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373.99 8,922.90 5.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1 0.30 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8 4.84 减少0.16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2018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初

（2017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16,493.63 301,005.02 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3,264.72 207,995.43 7.34

股本 32,417.90 32,417.9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89 6.42 7.32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0,113.6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81%；营业利润11,925.4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7.90%；利润总额11,820.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80.8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373.9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06%。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16,493.6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23,264.7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7.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6.8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32%。

（三）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比上年同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主要原因：一是公司销售电量216,866.64万千瓦时，比上年同

期增加11.52%；二是销售自来水3,801.11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8.30%。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预计上述差异幅度不

会超过10%。 具体数据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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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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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02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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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电力》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18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

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公司本部（遂宁地区）发电机组装机容量11.558万千瓦，为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在公司自有的供电区域内销售。

项目

2018年第四

季度

2017年第四

季度

季度同比增减

变动幅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年度同比增减变

动幅度（%）

自发电量（万千瓦时） 15,046.96 16,918.26 -11.06 54,687.16 58,053.59 -5.80

自发上网电量（万千瓦时） 14,648.81 16,025.63 -8.59 53,857.31 57,160.96 -5.78

售电量（万千瓦时） 47,549.82 46,378.48 2.53 216,866.64 194,469.84 11.52

售电均价（元/千瓦时）

（不含税）

0.5789 0.5851 -1.06 0.5972 0.6017 -0.75

二、本公司持有46%股权的控股子公司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华龙公司” ）所属的炉城

电站（甘孜州康定地区）发电机组装机容量3.00万千瓦（本公司权益装机容量为1.38万千瓦），为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销

售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项目

2018年第

四季度

2017年第

四季度

季度同比增减

变动幅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年度同比

增减变动幅度（%）

自发电量（万千瓦时） 2,821.62 2,709.00 4.16 5,796.73 6,873.00 -15.66

上网电量（万千瓦时） 2,704.84 2,184.55 23.82 5,605.57 6,669.87 -15.96

上网均价（元/千瓦时）

（不含税）

0.2518 0.2292 9.86 0.2043 0.2442 -16.34

三、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售水情况

项目

2018年第四季

度

2017年第四季

度

季度同比增减

变动幅度

（%）

2018年度 2017年度

年度同比增减

变动幅度（%）

售水量

（万吨）

966.83 903.74 6.98 3,801.11 3,509.91 8.30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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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9年1月7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月10日（星期四）10:00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颜广彤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占本公司董

事总数的100%。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

关审计报告、审阅报告的议案》

本公司拟向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江鹏翔” ）股东天津市浩物机电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物机电” ）、天津市浩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内江鹏翔100%的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内江鹏翔编制了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1月1

日至5月31日的模拟财务报告， 本公司编制了2017年度、2018年1月1日至5月31日的备考

合并财务报告，上述报告均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和审阅，并分别出

具了《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8】009597号）、《四川浩物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大华核字【2018】003616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

加期审计和审阅， 并出具了 《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8】

0010209号）、《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大华核字

【2018】004926号）。

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女士、张洪皓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

【2018】0010209号）、《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大

华核字【2018】004926号）。

二、审议《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评

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内江鹏翔100%的

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所涉及的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

【2018】第151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加期

评估，并出具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内

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55号）。

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女士、张洪皓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广

信评报字【2018】第455号）。

三、审议《关于修订〈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浩物机电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内江鹏翔进行了加期审计，出具

了《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8】0010209号）；本公司聘请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进行了加期审阅，出具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大华核字【2018】004926号），聘请广东中广

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加期评估，并出具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455号）。

根据上述更新和补充后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本公司修订了《四川浩物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

订稿）》及其摘要，不涉及交易方案调整。

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女士、张洪皓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及其摘要。

四、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进一步推进生产工艺优化、产品升级以及加快新产品研发及拓展新客户，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鸿曲轴” ）向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内江分行（以下简称“攀商行内江分行” ）申请5,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本公司

对金鸿曲轴上述融资事项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两年。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号）。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八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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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八届八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

年1月7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月10日（星期四）11:00以通

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冯琨女士主持，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占本公司监事

总数的100%。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

关审计报告、审阅报告的议案》

本公司拟向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江鹏翔” ）股东天津市浩物机电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物机电” ）、天津市浩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内江鹏翔100%的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内江鹏翔编制了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1月1

日至5月31日的模拟财务报告， 本公司编制了2017年度、2018年1月1日至5月31日的备考

合并财务报告，上述报告均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和审阅，并分别出

具了《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8】009597号）、《四川浩物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大华核字【2018】003616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

加期审计和审阅， 并出具了 《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8】

0010209号）、《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大华核字

【2018】004926号）。

关联监事冯琨女士、夏勇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评

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内江鹏翔100%的

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所涉及的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

【2018】第151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加期

评估，并出具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内

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

455号）。

关联监事冯琨女士、夏勇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关于修订〈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浩物机电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内江鹏翔进行了加期审计，出具

了《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8】0010209号）；本公司聘请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进行了加期审阅，出具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大华核字【2018】004926号），聘请广东中广

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加期评估，并出具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8】第455号）。

根据上述更新和补充后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本公司修订了《四川浩物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

订稿）》及其摘要，不涉及交易方案调整。

关联监事冯琨女士、夏勇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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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 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推进生产工艺优化、产品升级以及加快新产品研发及拓展新客户，四川浩物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鸿曲轴” ） 向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 （以下简称 “攀商行内江分

行” ）申请5,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本公司对金鸿曲轴上述融资事项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两年。

（二）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召开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授权经营层及财务部根据金鸿曲轴

的实际经营及资金需求，协助金鸿曲轴办理相应的融资事项，授权董事长签署与担保相关

的各项法律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本公司本次对金鸿曲轴提供担保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本公司 金鸿曲轴 100 57.45 13,200 5,000 7.15 否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年5月25日

3、注册地点：内江市市中区汉渝大道1558号

4、法定代表人：李朝晖

5、注册资本：壹亿壹仟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制造、销售：汽车配件、柴油机及配件、碎石机及配件、曲轴；批发、零售：建

筑材料、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机械电器设备（不含汽车）、化工原料（不含易制毒化

学品及危险品）、五金、交电（不含无线电发射及卫星通讯接收设备）、仪器仪表；仓储服

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7、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金鸿曲轴100%的股权。

8、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经

审计）

截至2018年9月30日/2018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7,119,334.08 948,013,008.87

负债总额 536,978,890.89 544,636,088.38

净资产 360,140,443.19 403,376,920.49

营业收入 605,071,186.96 489,363,186.63

利润总额 73,197,926.64 50,505,836.34

净利润 63,052,034.30 43,236,477.30

9、截至目前，金鸿曲轴不存在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但存在抵押事项。 金鸿曲轴因

“汽车发动机曲轴数字化生产车间建设项目” 与内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8,200

万元的《借款合同》，并就该借款事项与其签署了《动产抵押合同》（设备）（合同编号：金

鸿曲轴01-抵押）。 截至2018年9月30日，上述抵押资产的账面价值为63,255,323.69元，抵

押期限自2016年8月24日起至2025年8月4日。

10、 截至2018年9月30日， 金鸿曲轴因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而受限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172,669,042.14元。

11、经查询，金鸿曲轴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3、担保期限：两年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金鸿曲轴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本次担保风险可

控。 本次融资款项有助于金鸿曲轴进一步推进生产工艺的优化、产品升级以及加快新产品

的研发、新客户的拓展等，保障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对金鸿曲轴的融资事项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本金总额为18,200万元人民币（含本次的担保），

占本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9.36%。 上述担保均为本公司对金鸿曲轴提供

的担保。 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亦无其他涉及诉讼的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形。

七、备查文件：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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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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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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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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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０９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１２％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１

，

５５９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９．８８％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６３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

Ａ

股

１

，

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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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

５２８

，

８１６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８６

，

６６２

，

４１９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９８９３４％

。配号

总数为

８６

，

６６２

，

４１９

个，起始号码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截止号码为

１００

，

０８６

，

６６２

，

４１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宁波水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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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５５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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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９０．９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１８．１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０５９５４５％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

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及缴款等方面内容，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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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水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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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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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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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

遗失作废声明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代码：03618.HK）的质押股票出质人为

文向华 （持有人编码：Z000268974），质

权人为重庆渝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由于

编号为 201112193100014（质押股权数

为 25万股内资股） 的《股份质押登记证

明》原件已遗失，特此声明上述原件作废。

重庆渝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8日

遗失作废声明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代码：03618.HK） 的质押股票出质人为

费开兰（持有人编码：Z000256770），质权

人为重庆渝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由于编

号为 201112193100015 （质押股权数为

100万股内资股）的《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原件已遗失，特此声明上述原件作废。

重庆渝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8日

遗失作废声明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618.HK） 的质押股票出质人

为文小利（持有人编码：Z000268985），质

权人为重庆渝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由于

编号为 201112193100013 （质押股权数

为 25万股内资股） 的 《股份质押登记证

明》原件已遗失，特此声明上述原件作废。

重庆渝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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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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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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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06)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1月09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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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641�

20.4338�

27.5916�

14.7789�

10.3678�

12.2341�

9.1790�

13.6652�

8.6200�

4.9386�

10.1251�

10.1694�

以下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遗失，声明作

废，姓名和执业证书编号如下:

黄华郁 S1350416120255；

朱志林 S1350416110129；

李红兴 S1350416100211；

王一帆 S1350417090009；

吕玉福 S1350416080424；

宁明星 S1350418120026；

桂承康 S1350416110664；

张士鹏 S1350416100194；

李思颖 S1350417020118；

李 志 S1350417040202；

鲁倩龙 S1350416110289。

关于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作废的公告

遗失作废声明

我公司遗失编号为

1512240008

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原件。 出质

人：美的控股有限公司；质权人：国开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现已更名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代码

000333

；质押数量

40,000,000

股；质押登记

日为

2015

年

12

月

24

日。 特此声明作废。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0日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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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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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6,563.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4,594.10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规模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1,968.90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规模的3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 网上路演时间：2019年1月14日（周一，T-1日）14:00-17:00；

2、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net）；

3、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2019年1月7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

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www.zqrb.cn）和发行人网站（https://www.pharmaron.com/）上的招股

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