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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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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简称：安井转债

转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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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简称：安井转股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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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安井食品” ）根据投资发展需要，拟作为有限

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0,000�万元，与太证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时代福佳（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参与设立天津民安食品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合伙企业” ）。 （详见公告编号：临2019-001）

近日，本合伙企业已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主要内容如下：

名称：天津民安食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D座二层213-03室（天津信星

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100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太证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谢家明）

成立日期：二0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合伙期限：2019年01月23日至2024年01月22日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已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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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32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2019-007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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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苏泊尔” ）于2019年1月24日收到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叶继德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获悉叶继德先生的减持计划已经实

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披露《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叶继德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股

份合计不超过30,92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004%，减持时间为自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如遇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具体内容可参见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

二、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完成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叶继德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减持情况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叶继德 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1月24日 50.92 30,928 0.004%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叶继德

无限售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60,712 0.0074% 29,784 0.0036%

有限售流通股 63,000 0.0077% 63,000 0.0077%

合计 123,712 0.0151% 92,784 0.0113%

三、 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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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2、叶继德先生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减持方式、数量和减持计划一致，本

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叶继德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国泰恒生港股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恒生港股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国泰恒生港股通指数（LOF）

基金主代码 50130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国泰恒生港股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国泰恒生港股通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9年1月3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9年1月3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1月31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创盈市场服务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底及2019年

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等的安排，为保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中国创盈市场服务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底及2019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等的安排，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将自2019年1月31日起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业务，并自2019年2月

11日起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敬请投资者做好相关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3）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021-31089000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tfund.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82

证券简称：

S

佳通 编号：临

2019-001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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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司在近一个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 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0家，其持股总数占非流通股股份总数比例为0%，尚未达到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目前，本公司未能进行股改的原因是： 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目前，尚未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69家，其未明确同意股改的主要原因是：尚无确定的

股改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

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7.3、7.4条等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

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8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理旗下基金相关业务的公告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自2019年1月29日起暂停大

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泰金石” )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

转换等业务。 已通过大泰金石购买本公司基金的投资者，当前持有基金份额的赎回业务不受影响,对

处于封闭期内的基金，投资者可在相关基金赎回业务开放期内通过大泰金石办理赎回业务。

大泰金石恢复办理上述相关业务的具体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若有疑问，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928-2266

网址:� www.dtfunds.com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0001

网址:www.huatai-pb.com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

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963

证券简称：大理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01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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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30批次药品

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9年第2号）》，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生产的

2个批次的亮菌甲素注射液（生产批号：1707022、1711012，规格：10ml:5mg）因【检查】

项下的“可见异物” 项目不符合规定，通告在列，并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

行整改，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8年6月28日和7月9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报告后，公司

高度重视立即启动主动召回程序对上述两个批次产品进行召回，并组织生产、质量、销售和

财务等相关部门及负责人对涉及产品生产、流通和储存各环节进行核查。

通过调查及综合分析，上述批次的亮菌甲素注射液生产所用的原辅料包材是从具有合

法资质的供应商购进，入厂检验均符合质量标准；亮菌甲素注射液生产工艺、流程均符合国

家质量标准，经对上述两个批次及相邻批次产品的批生产记录、批检验记录及生产检验过

程进行核查，未发现异常；取上述两个批次的留样样品、召回产品、在库产品进行可见异物

检查，结果均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综上，亮菌甲素注射液是采用玻璃安瓿进行包装，可见异物属于不均匀指标，不排除产

品在储存和长途运输过程中，存在颠簸、碰撞等因素造成玻璃屑的产生而导致可见异物不

合格。 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未发现亮菌甲素注射液

未按法定工艺及标准生产的行为。针对上述情况，公司随后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及整改措施，

并向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药品实施召回情况说明及自查整改报告。

2018年10月26日， 公司收到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云）食药监稽药罚〔2018〕40号），鉴于公司在收到上述两个批次药品检验报告书后，

积极主动配合调查，主动发出药品召回通知，并提交药品实施召回情况说明及自查整改报

告，未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及危害，符合《云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一

条规定的从轻处罚情形。 经合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对公司给予以下行政处罚：1. 没收公司已召回和尚未销售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共计19375.5

盒（其中批号为1707022的4761.5盒；批号为1711012的14614盒）；2.没收违法所得125,

098.00元，并处货值金额一倍罚款388,582.00元。 罚没款合计513,680.00元（人民币：伍拾

壹万叁仟陆佰捌拾元整）。

上述事项公司已在2018年10月27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中进

行详细说明，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公告。

二、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亮菌甲素注射液 （包装规格：10ml×2支/盒） 近三年的生产及销售情况如下：

2015年生产6批次，共计 173,126支，销售126,144支，销售金额71.45万元，占当年公司总

体营业收入的0.27%；2016年未生产，销售58,586支，销售金额33.9万元，占当年公司总体

营业收入的0.12%；2017年生产9批次，共计 268,556支，销售139,392支，销售金额150.38

万元，占当年公司总体营业收入的0.55%；2018年1-9月未生产，销售37,634支，销售金额

83.69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0.27%。鉴于该产品在公司的营业收入中占比较少，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截止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谨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822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

2019-004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二人民医院二次

（功能性）装修

EPC

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由于目前该项目中标（成交）公告的公告期已结束，公司已经取得中标通知书，项目总投资额、项目

履行条款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近日，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装建设” ）参与了毕节市七星关

区第二人民医院二次（功能性）装修EPC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本EPC项目” ）的公开招标采购，公

司成为中标供应商，现将有关中标公示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二人民医院二次（功能性）装修EPC项目

2、中标人：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总金额：26783.95万元

5、项目实施机构（采购人）：毕节市碧海新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采购项目拟建地址：本项目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5、 项目规模及建设内容： 本EPC项目总建筑面积70300平方米， 其中地上53608.12平方米， 地下

16691.88平方米（包括地下室、门诊楼、医技楼、1#和2#住院楼、连廊的室内装修工程），安装工程（含中

央空调、智能化信息化弱电工程、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直饮水及物流系统）及相应的医疗用房专项装修

工程，设备、家器具购置物等。

6、计划工期：12个月（含设计工期及施工（含设施设备、家器具购置物采购）工期）。

二、招标人（项目业主）单位介绍

1、公司名称：毕节市碧海新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法定代表人：梅涛

4、成立日期：2010年12月2日

5、注册地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市政府办公楼6楼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

（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碧海新区基础设施、公益设施、环保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及管理；旅游项

目的投资；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工程招投标；工程设计信息咨询；建筑材料（不含木材）销

售；大健康养老项目的投资、建设；医疗卫生项目投资、建设、管理；工程项目管理。 ）

招标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中标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项目中标金额占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8.44%， 项目实施预计将对公司2019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以上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项目总投资额、项目履行条款等项目具体内容以签署后的正式合同条

款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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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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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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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审计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99,665.34 1,086,760.80 56.40%

营业利润 115,674.65 75,970.92 52.26%

利润总额 116,712.56 76,776.34 5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076.80 69,108.16 4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92,738.99 69,124.14 34.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55 1.07 44.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14% 31.46% 1.6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97,801.22 495,175.47 4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28,856.31 250,790.68 31.13%

股 本 65,584.53 40,631.25 6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5.01 6.17 -18.80%

注：以上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度，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公司凭借产品和技术创新优势、供应链整合管理能力、规模

优势等，继续保持了液晶显示主控板卡和交互智能平板的市场领先地位，实现了公司业绩的较快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99,665.34万元，同比增长56.4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00,076.80万元， 同比增长44.8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为92,

738.99万元，同比增长34.16%。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697,801.22万元，同比增长40.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28,

856.31万元，同比增长31.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5.01元，同比下降18.80%，主要原因为

公司2017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在2018年实施完毕及2018年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向增发新股，导致公司

总股本比期初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已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此前在2018年

10月27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8年度经

营业绩进行了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82,929.79万元至96,751.42万

元，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0.00%至40.00%。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审计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8日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本次公告(2019-017)仅反映投资

账户截止 2019 年 01 月 24 日的投资

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 2019年 01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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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价格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账户设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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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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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0�

20.4468�

28.0437�

14.7955�

10.4702�

12.4850�

9.5505�

13.6847�

8.7739�

5.0069�

10.1380�

10.1842�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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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积

塔” ） 拟以现金方式吸收合并上海先进半导体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进” ）（以下

简称“本次合并” ）。

积塔已与先进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签署

了《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与上海先进半导

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以下

简称“《吸收合并协议》” ）。本次合并的交易方

案采取现金吸收合并的方式， 即积塔以现金方

式吸收合并先进。 本次合并完成后，积塔作为本

次合并的合并方暨存续方， 注册资本保持不变

并将承继及承接先进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

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先进的法人

资格将予以注销。

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满足以下

生效条件：

1.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获得积塔的单一股东华大半导体

有限公司批准。

2.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召开的先进临时股东大会上获亲

身或委任代表出席临时股东大会三分之二以上

有表决权或委任代表投票的先进股东的批准。

3.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于 2019年

1月 11日召开的先进独立H股类别股东大会上

获先进独立H股股东亲身或委任代表所持H股

附带票数 75%以上的批准，且投反对票的票数未

超过先进独立H股股东所持全部票数的 10%。

4.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获得所有

必要的中国及香港（如适用）有权监管机构的

批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现公告债权及债务事

项如下：

1. 先进债权人有权自接到先进发出的关于

本次合并的债权人通知函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函的自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2019 年 1

月 14 日）起 45 日内，向先进申报债权，并可根

据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依法要求先进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担保。

具体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1）现场申报

请持有效债权文件、债权人营业执照 /身份

证明复印件及其他相关凭证和要求先进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通知等债权资料 （以下

合称“债权资料” ）到先进以下地址申报债权：

地址：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虹漕路 385号

联系人：仇晓亮，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以邮寄方式申报

请将债权资料邮寄至以下地址， 并请在邮

件封面上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邮寄地址：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上海市虹漕路 385号

联系人：仇晓亮，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编：200233

联系电话：（86）21�6485�1900*2395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时间以寄出邮戳为准。

（3）以传真方式申报

请将债权资料传真至以下号码， 并请在首

页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传真号码：（86）21�6485�3925

联系电话：（86）21�6485�1900*2395

联系人：仇晓亮，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具体送达日期

为准。 对于根据本公告或债权人通知进行有效

申报的债权人， 先进将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对相

关债务进行提前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要求先进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的，请于上述期间内通知先进，逾期将视为有

关债权人放弃要求先进提前清偿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的权利， 先进对其负有的债务将由本次合

并完成后的存续方积塔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

2、先进以刊登本公告的方式，向先进各债务

人告知本次合并信息事宜，各债务人需按原约定

向本次合并完成后的存续方积塔履行债务。

特此公告。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上 海 先 进 半 导 体 制 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吸 收 合 并 的 债 权 人 、 债 务 人 的 公 告

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或“发行人”）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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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

ｗｗｗ．ｖａｔｓｌｉｑｕｏｒ．ｃｏｍ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华致酒行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７５５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２３

，

１５５．４６６７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５

，

７８８．８６６７

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

定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经济开发区中心片区

联系人：张儒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９６９８９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６９６９９５５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李锋、邹扬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３１９

号

８

幢

１００００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８８０８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５８８６３７

发行人：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8

日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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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１２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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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

不超过

４

，

１２８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８９．６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３８．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五

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ｌｉｈｕａｍｕｙｅ．ｃｏｍ

）上的招

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