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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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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石股份”或“公司” ）于2019年2月26日及2019年3月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

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公司及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厦门

分行” ）申请融资授信事宜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

近日，万里石股份、厦门万里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石装饰” ）与招商银行厦门分行

签订《授信协议》，授信额度为人民币7,000万元，授信期限为1年。

就上述融资事项，万里石股份、厦门万里石家装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石家” ）与招

商银行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抵押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至《授信

协议》项下授信债权诉讼时效届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201号宏业大厦8楼

成立日期：1996年12月18日

法定代表人：胡精沛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筑装饰石材及景观石材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建筑装饰石材、景观石材

及承接装饰工程施工、安装服务。

单位：万元人民币

2018年 2019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87,702.65 83,704.39

负债总额 39,101.79 35,327.88

净资产 48,600.85 48,376.51

营业收入 30,640.36 3,242.44

利润总额 1,017.53 -59.73

净利润 877.56 -224.34

注：上述2018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厦门万里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赵岗村

成立日期：2003年3月4日

法定代表人：邹鹏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石制品、建筑用石、石雕工艺品的加工及销售;承接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及施工;建筑设备

(不含特种设备)安装、铝合金门窗加工、制作;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厨房设备生产、销售、安

装、维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单位：万元人民币

2018年 2019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3,814.50 26,658.72

负债总额 15,828.47 18,586.56

净资产 7,986.02 8,072.16

营业收入 36,069.80 7,609.60

利润总额 806.93 120.15

净利润 636.85 86.14

注：上述2018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股权关系说明：万里石装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三、最高额抵押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的债权：抵押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与授信申请人（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万里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在《授信协议》项下所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

2、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3、抵押担保范围：本合同抵押担保的范围为招商银行厦门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万

里石股份、万里石装饰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

金、保理费用、实现抵押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4、抵押期间：本合同生效之日至《授信协议》项下授信债权诉讼时效届满。

5、合同生效：本合同经抵押权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及抵押人法定

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万里石装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备较强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

公司及万里石装饰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融资担保，符合公司及万里石装饰日常经营发展的正常需要。 本

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金额为9,3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14.32%;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抵押合同》；

2、《授信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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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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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西王集团有限

公司申请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并经公司于2018年9月

28日召开的2018年第9次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 以及获得的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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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34号”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不超过

20亿元的公司债券，分期发行。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已于2019年7月

31日成功发行，共募集资金人民币4亿元，票面利率为8%，起息日为2019年7

月31日。

特此公告。

发行人：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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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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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该事项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在具

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一、交易概述

为掌握电控的核心技术，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和整体盈利能力，实现广大股

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华

腾” ）控股股东邱文渊、徐学海及其他股东等持有的蓝海华腾部分股权，股权比例待交易双方协商后方

可确定，是否控股蓝海华腾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股票简称：蓝海华腾

3、股票代码：300484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5258027T

5、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法定代表人：邱文渊

7、注册资本：20800万人民币

8、住所：深圳市光明新区田寮社区光明高新园区东侧七号路中科诺数字科技工业园厂房11层

9、经营范围：软硬件技术开发；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和系统、电动汽车电机控制器、太阳能光伏逆变

器和水泵控制器、电子逆变焊机、电子加热装置、软启动器的开发、生产、销售、系统集成、技术咨询；兴办

实业；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运营管理服务；道路运输。

10、主营业务情况

蓝海华腾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和双软企业，于2016年在深圳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主要产品为中低压变频器、电动汽车电机控制器和

伺服驱动器。

11、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未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0,077.33 105,916.10

负债总额 29,110.65 35,413.31

净资产 70,966.68 70,502.79

项目

2019年1-3月

（未审计）

2018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58.15 40,183.68

利润总额 1,127.39 2,539.61

净利润 936.56 2,451.95

（二）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2019年3月31日）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邱文渊 15.45% 32,131,024

徐学海 9.71% 20,196,648

王洪妹 7.75% 16,110,000

姜仲文 6.94% 14,439,672

傅颖 6.45% 13,408,200

深圳市蓝海华腾投资有限公司 6.38% 13,260,000

时仁帅 5.63% 11,715,596

黄主明 2.27% 4,722,160

深圳市南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5% 4,688,000

深圳市蓝海中腾投资有限公司 2.25% 4,680,000

蓝海华腾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邱文渊先生、 徐学海先生直接合计持有蓝海华腾股份52,327,672

股，占其总股本25.16%，其中邱文渊先生通过深圳市蓝海华腾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蓝海中腾投资有限

公司间接控制的蓝海华腾股份17,940,000股，占其总股本8.63%。 因此，邱文渊先生、徐学海先生实际能

控制的蓝海华腾股份70,267,672股，占其总股本33.79%。

（三）其他

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蓝海华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风险提示

该事项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 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 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

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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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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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31日16：00在公司七楼会

议室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应参会董事7人，实际参会董事7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过全体董事讨论和审议，一致同意选举刘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要求，经过董事推荐，各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战略决策委员会：刘波、朱卫东、武滨，主任委员为刘波；

提名委员会：武滨、孟晓东、哈书菊，主任委员为武滨；

审计委员会：韩东平、刘波、哈书菊，主任委员为韩东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哈书菊、王鹏浩、韩东平，主任委员为哈书菊。

上述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朱卫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根据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艾士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张金维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出席本次会议的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聘任的所有高

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与能力；本次聘任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同意聘任程轶颖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出席本次会议的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

理人员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与能力；本次聘任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同意聘任王磊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附件：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刘波：196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曾任哈尔滨制药二厂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哈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副总会计师；现任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

会计师。

孟晓东：1972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证

券部部长，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副董事长；现任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王鹏浩：1975年出生，工商企业管理学士。曾任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OTC销售主管，辉瑞投资有限

公司处方药销售地区经理、大区经理，葛兰素史克中国区肝炎事业部高级大区经理、北中国销售总监，宁

波朗生医药有限公司皮肤事业部运营总监，扬子江药业集团销售一局副局长；现任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朱卫东：1969年出生，研究生，主任药师，执业药师。 曾任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人民

同泰连锁店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武滨：1960年出生，研究生，高级咨询师，执业药师。曾经历任山西省医药公司企业管理科副科长，山

西省医药管理局商业处副处长，山西省药材公司副经理，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经济运行部部长、总

经理助理；现任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

韩东平：1965年出生，博士研究生，会计学教授。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财务处副处长,�哈尔滨工业大

学规划处副总经济师；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哈书菊：1971年出生，博士研究生，法学教授。曾任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副院长；现

任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艾士武：1960年出生，本科学历，副主任药师。 曾任哈药集团制药六厂厂长助理，哈药集团德奇正医

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哈药集团世一堂华纳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张金维：1967年出生，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 曾任哈药集团制药六厂财务部部长、副总会

计师；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程轶颖：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哈药集团制药四厂财务部部长，哈药集团三精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法规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王磊：1982年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曾任哈药集团制药总厂人力资源部职员；现任本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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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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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31日16：30在公司七楼会

议室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过全体监事讨论和审议，一致同意选举陈维忠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附件：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陈维忠：196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主任药师，执业药师。 曾任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主任兼宣传部长；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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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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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2019年7月30日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选举鲍玉红女士为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将与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任期三年。

（后附简历）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鲍玉红：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主任药师。 曾任哈尔滨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办公室主任，哈药集团

医药有限公司宣传部副部长，哈尔滨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总部副经理，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宣传部部

长；现任本公司监事、党群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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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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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7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七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4,730,6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96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镇平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 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4,692,888 99.9913 37,800 0.0087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申请信用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4,692,888 99.9913 37,800 0.0087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4,692,888 99.9913 37,800 0.0087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刘波 434,692,888 99.9913 是

4.02 孟晓东 434,692,888 99.9913 是

4.03 王鹏浩 434,730,688 100.0000 是

4.04 朱卫东 434,692,888 99.9913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武滨 434,692,888 99.9913 是

5.02 哈书菊 434,692,888 99.9913 是

5.03 韩东平 434,692,888 99.9913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陈维忠 434,692,888 99.9913 是

6.02 周伟 434,692,888 99.991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3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

案

798,534 95.4802 37,800 4.5198 0 0.00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4.01 刘波 798,534 95.4802

4.02 孟晓东 798,534 95.4802

4.03 王鹏浩 836,334 100.0000

4.04 朱卫东 798,534 95.4802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 武滨 798,534 95.4802

5.02 哈书菊 798,534 95.4802

5.03 韩东平 798,534 95.4802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6.01 陈维忠 798,534 95.4802

6.02 周伟 798,534 95.480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

律师：马雷、赵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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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二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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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决议，同意公司2019年度融资预算方案。 2019年7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

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9〕PPN242�号），接受公司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

公司已于2019年7月30日完成了“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的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0亿元，期限为3+N年，单位面值为人民币100元，票面利率为4.59%。

公司2019年第二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兼簿记管理

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联席主承销商。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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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资本市场服务职工人数：280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

项目）

股权结构：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50%

拟新增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资本结构优化、增资人经营发展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的条件：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有权机

构备案的评估结果，并取得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同意，且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及增资人原股东就

《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的条件：未产生合格意向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及增资人原股东未能就《增资

协议》达成一致，或未取得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同意，则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引入1家战略投资人，增资完成后，原股东与战略投资人持股比例均为5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交易工商变更前剥离深圳市招商局创新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招商局创新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China� Merchants�

Venture� Capital� Fund,� L.P.、China� Merchants� Venture� Capital� GP(International)� Limited、

招商局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招垦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国农垦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

伙）及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2.根据2018年底经审计的模拟口径财务报表信息

（不包括本次交易拟剥离实体），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招商局集团及所属子公司对增资人及其所属

子公司有息或无息的借款为1,057,353万元人民币。 增资后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承担招商局集团及所

属子公司对增资人及其所属子公司有息或无息的借款。 3.本次增资扩股项目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9-25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中航荆门爱飞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中航荆门爱飞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22382.24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航空运输业职工人数：15

经营范围：城乡建设投资,通用航空业务的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

放贷款等金融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不含二级以上),城镇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基础产业的建

设,工艺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销售,展览展示服务,系留观光气球游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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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6.6%；南京爱飞客通航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36%；湖北

荆门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5.36%；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 2.68%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57.73%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项目建设、公司运营所需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增资达成的条件：征集到不少于一家（含）符合投资人资格条件，且接

受公告的各项要求和条件，经增资人确认的新增外部投资人。

2、增资终结条件：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要求；最终

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增资人、增资人所属集团、意向投资人未能就1.7亿国

家专项建设基金还款方案达成一致（具体意见见下述增资条件）；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以最终募集情况确定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本次征集到的外部股东持有增资方不超

过57.73%股权。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增资不涉及员工安置问题。 2、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增资人提供的国家专项建

设基金股东借款1.7亿元人民币事项（协议详见交易所备查文件）。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9-24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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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40)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7月30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8月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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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45�

20.6293�

32.7064�

14.9861�

11.4001�

13.9635�

11.7935�

13.1942�

10.6509�

5.6914�

10.3549�

10.3707�

特别提示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19 年 6 月 5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299 号文注册同意。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

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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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

000.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75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00.0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数量的 14.00%，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50.00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3,450.00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23%；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50.00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77%，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 4,300.00 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认。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43 元 /股。

发行人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微芯生物” A 股 850.00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19 年 8 月 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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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数量，于 2019 年 8 月 2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

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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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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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

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

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即 3,010 万股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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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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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194,480 户，

有 效 申 购 股 数 为 25,128,144,000 股 ， 网 上 发 行 初 步 中 签 率 为

0.03382661%。

配号总数为 50,256,288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

050,256,28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956.25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430.0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02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70.23%，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4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

28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77%，占本次发行总量

25.6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09389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9 年 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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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19 年 8 月 2 日（T+2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

日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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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海星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５

，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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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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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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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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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１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１０．１８

元

／

股。

海星股份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海星股份”

Ａ

股

２

，

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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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

４００

，

２６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１７

，

０７７

，

８２９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７６５９６％

。

配号总数为

１１７

，

０７７

，

８２９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１１７

，

０７７

，

８２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南通海星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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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２８．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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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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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４

，

６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９９７３４１％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

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南通海星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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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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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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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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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