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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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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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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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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持了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

筑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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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64

末

“

5

”

位数

：

73413 93413 13413 33413 53413

末

“

7

”

位数

：

4397868 6897868 9397868 1897868

末

“

8

”

位数

：

03594230

末

“

9

”

位数

：

084227346 166690849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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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500股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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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2019年4月29日（T+2）公告

的《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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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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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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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签但未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情形的，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申购。

发行人：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9日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友食品” 、“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 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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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有友食品” ，股票代码

为“6036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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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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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

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

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7.87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7,950 万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3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1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9.62%；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9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15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9 年 4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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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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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59,25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60,810,344.7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90,74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288,1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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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9,75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2,485,887.59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243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0,612.41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实际配售股数

（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崔根海 崔根海 752 5,918.24 0.00 0.00 0.00 752.00

2 吴茂全 吴茂全 752 5,918.24 0.00 0.00 0.00 752.00

3 黄勇波 黄勇波 752 5,918.24 0.00 0.00 0.00 752.00

4 赵莹 赵莹 752 5,918.24 0.00 0.00 0.00 752.00

5 润艳英 润艳英 752 5,918.24 0.00 0.00 0.00 752.00

6 王长灵 王长灵 752 5,918.24 0.00 0.00 0.00 752.00

7

上海明汯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明汯多策略对冲

1号基金

752 5,918.24 0.00 0.00 0.00 752.00

8

上海明汯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明汯中性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752 5,918.24 0.00 0.00 0.00 752.00

9

上海鼎锋弘人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鼎锋弘人领航 5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752 5,918.24 0.00 0.00 0.00 752.00

10

汇安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汇安裕阳三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383 26,624.21 0.00 0.00 0.00 3,383.00

11 梁稳根 梁稳根 752 5,918.24 5,198.24 660.00 5,194.20 92.00

合计 10,903 85,806.61 5,198.24 660.00 5,194.20 1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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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987 股， 包销金额为 2,368,

767.69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38%。

2019 年 4 月 29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将向中国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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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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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58034591/010-58034611

联系人：于吉翠

发行人：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9

日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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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万

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

元)

1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专用汽

车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

84019.36 87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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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庆市三灵化肥有限责任

公司15%股权

6273.4 37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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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评估价（万

元）

转让底价(万

元)

1

重庆市九龙坡区香榭街

66号附6号1-1号等5处

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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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5.38 2678

2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50-3号等34处房产

标的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用途涉及办公、商业用房、车库、非住宅、仓

库，建面8.89�-�1645.97㎡不等，部分带有租赁，采取分零转让。

详情咨询：乔一 023-63625300，13648330141

11396.93 11396.93

证券代码：

603156

证券简称：养元饮品 公告编号：

2019-028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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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3元

每股转增股份0.4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8 － 2019/5/9 2019/5/10 2019/5/9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18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53,27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259,810,000元，转增301,308,000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054,578,0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8 － 2019/5/9 2019/5/10 2019/5/9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A7*****842 姚奎章

2 B8*****090 雅智顺投资有限公司

3 A7*****911 范召林

4 A2*****621 李红兵

5 A2*****824 邢淑兰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

?按照该通知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

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2.7元（其中，每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扣税0.3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为每股2.7元（其中，每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扣税0.3元）。 如其认为

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有关规定自行缴

纳，公司实际每股派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3元（含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296,523,339 118,609,336 415,132,67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456,746,661 182,698,664 639,445,325

1、 A股 456,746,661 182,698,664 639,445,325

三、股份总数 753,270,000 301,308,000 1,054,578,0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1,054,578,000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2.6902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衡水经济开发区北区新区六路南、滏阳四路以西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318-2088006

特此公告。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334

证券简称：津膜科技 公告编码：

2019-014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相关议案。 为使投

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8年年

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于2019年4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334

证券简称：津膜科技 公告编码：

2019-015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为使投资者全

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

报告全文》于2019年4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497

证券简称：富祥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8

债券代码：

123020

债券简称：富祥转债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将于2019年4月

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497

证券简称：富祥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9

债券代码：

123020

债券简称：富祥转债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将于2019年4月29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651

证券简称：金陵体育 公告编号：

2019-034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9年4月26日，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

行，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

了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春荣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

上述议案，同意9名，反对0名，弃权0名。 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议案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651

证券简称：金陵体育 公告编号：

2019-035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9年4月26日，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

行，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

席顾京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

上述议案，同意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议案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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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6)仅反映投资

账户截止 2019 年 04 月 25 日的投资

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 2019年 04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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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99�

20.4067�

32.4650�

14.8778�

11.2442�

13.9146�

11.8100�

13.1475�

10.0979�

5.7752�

10.2511�

10.2754�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证券代码：

002932

证券简称：明德生物 公告编号：

2019-026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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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取得了由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两项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编号 注册证有效期 预期用途

1

超敏肌钙蛋白T

（hs-cTnT）检测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

鄂械注准

20192402660

2019年4月23日至2024

年4月22日

本试剂盒用于定量测定人全血和

血清中肌钙蛋白T的含量

2

超敏肌钙蛋白I

（hs-cTnI）检测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

鄂械注准

20192402661

2019年4月23日至2024

年4月22日

本试剂盒用于定量测定人全血和

血清中肌钙蛋白I的含量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提高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拓展能力，

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产生正面影响。 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影响，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929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编号：临

2019-024

转债代码：

113017

转债简称：吉视转债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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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吉林省通信管理

局《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2019年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

目的通知》（吉发改高技联[2019]250号），同意公司申报的《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中小城市

基础网络完善工程》（以下简称：项目）纳入2019年及后续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并获得政府补助资金

5,000万元人民币。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实施可全面提升吉林省中小城市广播电视网络的传输能力及多样化业务承载能力，为

公司开拓社会信息化市场提供网络支撑。 中央补助资金的获得，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资金保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上述补助资金将在项目资产折旧年限内陆续从“递延收益” 结转至

“其他收益” ，对公司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公司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

002740

股票简称：爱迪尔 公告编号：

2019-048

号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股东

狄爱玲女士的通知，获悉狄爱玲女士已质押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展期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原质押到

期日

展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狄爱玲 是

15,300,000

2018-01-

25

2019-04-

24

2019-05-

23

首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50.3838% 融资

1,500,000

2018-10-

31

2019-04-

24

2019-05-

23

首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4.9396% 融资

合计 16,800,000 55.3234%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狄爱玲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30,366,90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69%,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

计被质押的数量为30,3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99.78%，占公司总股本的6.67%。

三、其他说明

狄爱玲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等措施应

对上述风险。

本次质押展期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上述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会按照规定及时披

露相关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