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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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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总资产(万
元)

项目名称
重庆慧远药业有限公司7.737%
股权

1

-

净资产(万
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简介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转让底价(万元)

标的企业为重庆地区最大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占地40亩，厂房面积24,
55294.11 000平方米，员工近400人，主要生产精制配方中药饮片及滋补保健类中药
材。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4332.72

周二）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一、路演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４，３０２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６５１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二、路演网站：全景网（
网址：ｈｔｔｐ：／／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重庆地方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
42036.08
任公司49%股权

2

4932.04

标的企业主要开展大宗商品进口贸易和国内贸易，已与全球十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百个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 经营产品涉及平行贸易进口汽车、电
子产品、 航空器材、 化工产品和医疗设备等。 咨询电话： 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初始发行规模不超过４，３０２
2420

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查询，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５８１．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６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２０．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本
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专用汽车有
84019.36
限责任公司51%股权

3

重庆市三灵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15%股权

4

序号

6273.4

8719.20

3778.69

公司主要业务为红岩牌重卡的整车销售、自卸车改装和零部件配套。 现年
改装重型专用汽车能力为5000辆； 年生产汽车燃油箱能力为20000件；年
生产贮气筒总成能力为100000件；年生产电瓶箱箱体能力为50000件；年
生产车架纵梁10000副。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4002.112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包含生产能力4万吨/年合成氨、8万吨/年碳酸氢铵、5万
吨/年硝酸、3万吨/年稀氨水、3000吨/年四氧化二氮装置设备各一套；重庆
市 长 寿 区 仓 储 物 流 用 地 约 201 亩 。 咨 询 电 话 ： 陈 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566.8035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
元)

2975.38

2678

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 ）公开发行不超过
45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福
晟集团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8〕1470号” ）的核准。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2019年4月19日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中的
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簿记结果，经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7.8%。

发行人：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评估价（万元）

标的位于重庆九龙坡高新区核心区域，所处楼盘为西亚怡顺佳苑，建成年代约2006年，物
业类型为社区临街底商，水电气讯均通，建面382.68 -1087.53㎡不等，采取分零转让。 标
重庆市九龙坡区香榭街66
的所在区域人流量大，车流密集，生活配套及公共设施齐全，交通优势明显。 转让价格低
号附6号1-1号等5处房产
于 同 区 域 商 业 均 价 约 20% ， 收 益 丰 富 稳 健 。 详 情 咨 询 ： 乔 一 023-63625300，
136483301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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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9年4月22日面向合格投资者中
的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
特此公告。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300651

证券简称：金陵体育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者注意查阅。

发行人：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2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设立日

单位价格
20.2830
20.4676
33.3792
14.8726
11.3792
13.9508
12.1405
13.4176
10.3165
5.9719
10.2589
10.2680

本次公告(2019-071)仅反映投资
账户截止 2019 年 04 月 18 日的投资
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 2019 年 0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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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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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拉卡拉” 、“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4,001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64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
称为“
拉卡拉” ，股票代码为“
3007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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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
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为33.28元/股，发行数量为4,001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00.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1,20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4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0.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4月1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5,899,02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94,719,452.1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9,97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660,067.84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997,26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3,028,945.9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73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4,334.08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董事会

公司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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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

证券代码：000038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1
2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德威投资集团有 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
限公司

司

浙江三维股权投 浙江三维股权投资管

证券账号

有效认购数量

（
深市）

（
股）

0800180509

467

15,541.76

0800312760

467

15,541.76

获配金额（
元）

资管理有限公司

理有限公司

3

曾少彬

曾少彬

0002468682

467

15,541.76

4

王胤心

王胤心

0029599223

467

15,541.76

5

刘焕明

刘焕明

0103081530

467

15,541.76

6

陈渝峰

陈渝峰

0097364455

467

15,541.76

7

郑海涛

郑海涛

0001662674

467

15,541.76

8

王丹平

王丹平

0221632250

467

15,541.76

合计

3,736

公告编号：2019-021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股票（
证券简称：深大通，证券代
码：000038） 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9年4月17日、4月18日、4月19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及有关人员无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况；
4、公司近期经营情况良好，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6、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
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证券代码：002355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披露《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19-017），于2019年4月15日披
露《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19-018），于2019年4月16日披露《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告。 截止公告日，经修正后的业绩预告与预计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除
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3、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披露《关于建立大通-新麻合伙企业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0）， 公司与北京天益新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仅系双方合作意愿的初步的战略性约
定，相关具体合作项目能否实施尚且存在不确定性，同时工业大麻是特殊管制领域，其相关业务的推进
也存在由于法规和政策监管变化、市场行情和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带来的各类风险。 本次合作对上
市公司本期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双方后续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及双方后续合作事
宜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已于2019年4月18
日收到深交所发布的关于此次公告的《关注函》，公司正在按要求认真组织工作人员回复相关内容，并
将按时披露回复内容。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2019-028

兴民智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00,374,7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07%。
2、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4月24日（星期三）。
一、本次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兴民智通” ）于2017年10月30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兴民智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86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6,000万股新股。
2018年4月，公司向王志成、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万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威海纺织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计7家/名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111,081,369股，且该部分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4月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除王志成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外，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
票限售期为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4月24日。
二、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1、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六名对象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威海纺织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融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分别作出承诺： 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股票自兴民智通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12个月内不予转让，因此，本公司特申请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兴民智通股票进行锁
定处理，锁定期自兴民智通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了作出的上述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为上述
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4月24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00,374,73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6.0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6名。
4、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证券账户名称

1

万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万家基金－兴业银行－万家基
金瀛海资产管理计划

2

宝盈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宝盈基金－工商银行－宝盈金
增6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3

国融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融基金－国泰君安证券－国
融天鑫1号资产管理计划

124,334.0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13,714股，包销金额为3,784,401.92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
例为0.28%。
2019年4月2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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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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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5159236、010-851308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2日

2019年4月19日

证券简称：深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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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名称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

江苏金陵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4

漏。

账户类别

公告编号：2019-023

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
数量占公
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备注

21,413,276 21,413,276

3.43%

无质押、
无冻结

16,059,957 16,059,957

2.57%

无质押、
无冻结

16,059,957 16,059,957

2.57%

无质押、
无冻结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证券代码：002727

4

威海纺织集团
进出口有限责
任公司

威海纺织集团进出口
有限责任公司

16,059,957 16,059,957

2.57%

无质押、
无冻结

5

海富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基金－国泰君安证券－
海富通东兴兴民1号资产管理
计划

15,899,357 15,899,357

2.54%

无质押、
无冻结

6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
金－玉泉833号资产管理计划

9,534,261

9,534,261

1.53%

无质押、
无冻结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财通基
金－玉泉851号资产管理计划

5,347,965

5,347,965

0.86%

无质押、
无冻结

100,374,
730

100,374,
730

16.07%

--

合计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变动前

股份类型

股份（股）

一、限售流通股
首发后限售股
高管锁定股

比例

本次变动后

本次增减变动

股份（股）

比例

141,382,738

22.63%

-100,374,730

41,008,008

6.56%

112,843,569

18.06%

-100,374,730

12,468,839

2.00%

28,539,169

4.57%

0

28,539,169

4.57%

二、无限售流通股

483,398,681

77.37%

100,374,730

583,773,411

93.45%

三、总股本

624,781,419

100%

0

624,781,419

100%

五、保荐机构意见
招商证券就兴民智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 经核查
后，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做出的承诺；
3、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兴民智通对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招商证券对兴民智通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数据明细表；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2日

证券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9-049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发行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19-031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97,750,0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0.9328%。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4月23日。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7]1971号” 文核准，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97,750,000股股份，其中杭州
嘉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获配数量为28,750,000股,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获配数量为11,500,000股，深圳招华城市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获配
数量为11,500,000股，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获配数量为34,500,000股，自然
人戚国红获配数量为11,500,000股。 此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于2018年4月23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894,100,000股。
截至目前， 公司总股本为894,100,000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104,493,
780股，占总股份比例为11.69%。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5名对象承诺其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
在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4月2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97,750,000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10.9328%；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5名，证券帐户总数为5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1

杭州 嘉曦 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28,750,000

28,750,000

2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500,000

11,500,000

3

深圳招华城市发展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00,000

11,500,000

4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34,500,000

34,500,000

5

戚国红

11,500,000

11,500,000

97,750,000

97,750,000

合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注：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其设立的银河汇达314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认购富春环保2018年4月发行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根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特殊机构及产品证券账户业务指南” 之“
第二节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证券账户” ，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证券账户开立申请表》中“姓名” 或“名称” 一项应为投资者的名
称，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本次富春环保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证券账户名称登
记为其投资者杭州锐禧锦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表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富春环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
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本保荐机构对富春环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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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善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心堂” 、“发行人” 或“公
司” ）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
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8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或“
一心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
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
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
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9年4月2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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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
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60,263.92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60,263.92
万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8,
079.18万元。 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
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
择机重启发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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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心堂公开发行60,263.92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一心转债” ）原股东优先
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19年4月19日（T日）结束。
根据2019年4月17日（T-2日）公布的《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
向所有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现将本次一心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一心转债本次发行60,263.92万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共计602.6392万张，发行日
期为2019年4月19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共优先配售的一心转债总计4,907,556张，共计490,755,600.00元，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81.43%。
三、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一心转债总计111,883,000.00元
（1,118,830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8.57%，网上中签率为0.0087007808%。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数据， 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12,858,960,880 张 ， 配 号 总 数 为 1,285,896,088 个 ， 起 讫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001285896088。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2019年4月22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果
将于2019年4月2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告。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
号只能购买10张（即1,000元）一心转债。
本次可转债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张）

实际获配数量（张）

原股东

4,907,556

4,907,556

获配比例（%）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12,858,960,880

1,118,830

0.0087007808%

合计

12,863,868,436

6,026,386

—

注：《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
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余额6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四、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一心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请投资者查阅发行人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和《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
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六、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1、发行人：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1号
联系电话： 0871-68217390
联系人：李正红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12-15层
联系电话：010-6655166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