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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１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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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发行数量：２９２，７０５，１６７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６．５８元／股
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１
２
３
４
５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六禾桃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闽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嘉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信尊享（天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６
７

配售股数（股）

４５ ，４８４ ，５９０
６０ ，７９０ ，０００
４５ ，５９２ ，７０５
４５ ，５９２ ，７０５
３４ ，４６５ ，１６７

配售金额（元）

占公司发行
后总股份的
比重

限售期（月）

３．６４％
４．８６％
３．６５％
３．６５％
２．７６％

３６ 个月
１２ 个月
１２ 个月
１２ 个月
１２ 个月

２９９ ，２８８ ，６０２．２０
３９９ ，９９８ ，２００．００
２９９ ，９９９ ，９９８．９０
２９９ ，９９９ ，９９８．９０
２２６ ，７８０ ，７９８．８６

３０ ，３９０ ，０００

１９９ ，９６６ ，２００．００

２．４３％

１２ 个月

３０ ，３９０ ，０００
２９２ ，７０５ ，１６７

１９９ ，９６６ ，２００．００
１ ，９２５ ，９９９ ，９９８．８６

２．４３％
２３．４１％

１２ 个月

预计上市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公司获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收盘后，本次发行特定投资者现金认股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航天投资”）限售期为３６个月，预计上市可交易时
间为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４日，其他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的预计上市可交易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４日。 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２日与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２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总额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１ 月１７ 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Ａ
股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２、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日，公司召开了２０１１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日，公司召开了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Ａ 股
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３、证监会审核程序
公司本次发行申请于２０１１年９月上报中国证监会，并于１０月获得受理，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召开的审核工作会议通过， 于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 （
２０１２］
４８０号）。
（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２、发行数量：２９２，７０５，１６７股
３、发行价格：６．５８元／股
４、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１，９２５，９９９，９９８．８６元
５、发行费用：人民币３４，４６９，６５２．５４元
６、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１，８９１，５３０，３４６．３２元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保荐机构（
（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验资报告》，截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天运【
２０１２】验字第９００３３号《
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止，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２９２，７０５，１６７股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１，９２５，
９９９，９９８．８６元，扣除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合计人民币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１，８９７，
９９９，９９８．８６元； 此外扣除累计发生人民币６，４６９，６５２．５４元的其他上市费用， 包括中介机构费用人民币３，
１６３，０００．００元、证券登记托管费用人民币 ２９２，７０５．１７元、信息披露费用等人民币３，０１３，９４７．３７元。 此次发
行所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１，８９１，５３０，３４６．３２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２９２，７０５，１６７．００元，增加资本公积
人民币１，５９８，８２５，１７９．３２ 元。 公司将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公司获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收盘后，本次发行特定投资者现金认股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国泰君安经过核查后认为：
航天机电本次发行过程（
询价、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及股票配售）合规、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细则》、《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航天机电２０１１年
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２０１２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规定。
航天机电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发行对象的资格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航天机电２０１１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２０１２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规定。 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航天机电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了发行过程以及发
行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符合航天机电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律师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
“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授权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加认购申购单、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合法、有
效；本次发行之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２９２，７０５，１６７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上限２９，２７８万股；发
行对象总数为７名，不超过１０名，符合《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
的原则确认发行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一览表
序号

发行对象

１
２
３
４
５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六禾桃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闽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嘉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信尊享（天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６
７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公司发行
后总股份的
比重

限售期（月）

４５ ，４８４ ，５９０
６０ ，７９０ ，０００
４５ ，５９２ ，７０５
４５ ，５９２ ，７０５
３４ ，４６５ ，１６７

２９９ ，２８８ ，６０２．２０
３９９ ，９９８ ，２００．００
２９９ ，９９９ ，９９８．９０
２９９ ，９９９ ，９９８．９０
２２６ ，７８０ ，７９８．８６

３．６４％
４．８６％
３．６５％
３．６５％
２．７６％

３６ 个月
１２ 个月
１２ 个月
１２ 个月
１２ 个月

３０ ，３９０ ，０００

１９９ ，９６６ ，２００．００

２．４３％

１２ 个月

３０ ，３９０ ，０００
２９２ ，７０５ ，１６７

１９９ ，９６６ ，２００．００
１ ，９２５ ，９９９ ，９９８．８６

２．４３％
２３．４１％

１２ 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航天投资限售期为３６个月，预计上市可交易时
间为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４日，其他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的预计上市可交易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４日。 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二）发行对象情况
（
１）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１６号航天科技大厦４层
注册资本：４６９，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陶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航天科技成果的转化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卫
星应用系统产品、电子通讯设备、软件产品的开发及系统集成；物业管理。
认购数量：４５，４８４，５９０股
限售期：３６个月
２）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航天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与发行人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方。
３）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年，发行对象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受让中国进出口银行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神舟
硅业有限责任公司１３．７０％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及上海神舟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合并持有
神舟硅业４９．３３％的股权，仍为第一大股东，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神舟硅业１５．９８％的股权。因航天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故该次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
易。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２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受让中国进出
口银行出让的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０１１年，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关联方与本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交易类型

２０１１ 年
金额（万元）
经常性关联交易（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采购货物
接受劳务

比例

２８ ，４４０
６６８

１２．２９％
０．２９％

经常性关联交易（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

１３ ，２２１
９０８

５．５４％
０．３８％

２０１１ 年

交易类型

期末余额

关联担保
关联方资金拆借
应收关联方款项
应付关联方款项

期初余额

１６４ ，５８７．６１
２８２ ，７００．００
４ ，７０７．５３
２ ，２１０．１２

８６ ，７１２．９０
１５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３ ，０７１．９６
３０ ，４２１．５４

在采购和销售的关联交易中，占比最大的关联方为上海申航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航进出口为受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
即上航总的行政管理方）控制的上海航天实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申
航进出口是一个以国际贸易为主的服务型、中介型企业，主要从事机电产品、化工产品、汽车配件、办公设
备及新能源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其贸易形式主要是代理进出口业务、自营进出口业务、加工贸易业务等。
发行人的进出口业务目前部分通过该公司执行，故关联交易份额占比较大。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原则，没有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不良影响，不损害公司利益。
本公司与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日常性的持续关联交易相关公告请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同时，本公司每年年度报告均披露了持续关联交易的
相关信息，具体亦可参见。
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与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有限合伙）
２）上海六禾桃林投资中心（
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六禾桃林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杨浦区宁武路２６９号６号楼５２８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认购数量：６０，７９０，０００股
限售期：１２个月
２）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海六禾桃林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２０１１年，上海六禾桃林投资中心（
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与上海六禾桃林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
排。
（
３）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２０８，２８１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春晓路４３９号１３号楼
经营范围：科技投资、创业投资、科技与经济信息咨询（
除经纪）。 （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认购数量：４５，５９２，７０５股
限售期：１２个月
２）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年，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与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天津）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４）浙信尊享（
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信尊享（
天津）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商控股集团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委托代表：古奕丹）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市东丽湖景荟路１号东丽湖总部经济大楼２０８－４５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
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认购数量：３０，３９０，０００股
限售期：１２个月
２）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浙信尊享（
天津）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天津）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２０１１年，浙信尊享（
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与浙信尊享（
天津）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
的安排。
有限合伙）
（
５）上海闽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１）基本情况
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上海闽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田林路１９２号１号楼２０１－１９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千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季海涛）
除经纪）、投资管理（
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 （
涉及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认购数量：４５，５９２，７０５股
限售期：１２个月
２）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海闽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２０１１年，上海闽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与上海闽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
安排。
（
６）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１５，０００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号二期３１－３２层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３０，３９０，０００股
限售期：１２个月
２）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上市公告书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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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
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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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
监会创业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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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１、股票简称：泰格医药
２、股票代码：３００３４７
３、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５，３４０万股
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１，３４０万股，均自上市之日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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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 行 人：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３７６０号１７层１７０１－Ａ室

所：

法定代表人：

曹晓春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９９８６７９５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１１９６

住

所：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Ａ栋第１８－２１层及第
０４层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单元

法定代表人：

龙增来

保荐代表人：

魏德俊、王建刚

联 系 人：

潘登科、云雄康、李岚、李晓亮

电

话：

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９４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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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三、联系方式

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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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times.com）、中国资本
证券网（
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９
１０

持股比例

３９８ ，３５０ ，５３４
４５ ，６１７ ，０２９
４５ ，０５４ ，４９８

４１．６０％
４．７６％
４．７１％

Ａ股流通股

２ ，９７８ ，１４８

０．３１％

Ａ股流通股
Ａ股流通股

２ ，２１８ ，６３８
１ ，７５４ ，８１２

０．２３％
０．１８％

Ａ股流通股

１ ，６４１ ，２５７

０．１７％

Ａ股流通股

１ ，６０３ ，０５２

０．１７％

Ａ股流通股
Ａ股流通股

１ ，４６８ ，６０２
１ ，４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２ ，０８６ ，５７０

０．１５％
０．１５％
５２．４４％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股东名称
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
上海六禾桃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新上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闽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有线电厂
天津嘉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安基金公司 － 兴业 －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浙信尊享（天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计

股份性质
流通 Ａ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
流通 Ａ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
流通 Ａ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

持股数量（股）

３９８ ，３５０ ，５３４．００
６０ ，７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５ ，６１７ ，０２９．００
４５ ，５９２ ，７０５．００
４５ ，５９２ ，７０５．００
４５ ，４８４ ，５９０．００
４５ ，０５４ ，４９８．００
３４ ，４６５ ，１６７．００
３０ ，３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０ ，３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１ ，７２７ ，２２８．００

持股比例

３１．８６％
４．８６％
３．６５％
３．６５％
３．６５％
３．６４％
３．６０％
２．７６％
２．４３％
２．４３％
６２．５３％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 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公
司控制权并未发生改变。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１２１ ，４６７ ，２９５
１７１ ，２３７ ，８７２

１２１ ，４６７ ，２９５
１７１ ，２３７ ，８７２

２９２ ，７０５ ，１６７
９５７ ，４７４ ，７３０

２９２ ，７０５ ，１６７
９５７ ，４７４ ，７３０

９５７ ，４７４ ，７３０
９５７ ，４７４ ，７３０

９５７ ，４７４ ，７３０
２９２ ，７０５ ，１６７ １ ，２５０ ，１７９ ，８９７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流通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Ａ股
Ｂ股
无限售条件的
Ｈ股
流通股份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股份总额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２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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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４８０号文核准，航天机电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日启动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１，９２５，９９９，９９８．８６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及登记费等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人民币１，８９１，
５３０，３４６．３２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全部到位，并由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对此出具了中天运【
２０１２】验字第９００３３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与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
大银行上海闵行支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１、公司已在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闵行支行开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专户账号为［
２１７００５０５８３］，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专
户余额为１，３９７，９９９，９９８．８６元；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闵行支行专户账号为［
３６６６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５２５４５］，截至２０１２
年８月９日，专户余额为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２０１２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中华人民共
２、公司与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闵行支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航天科技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闵行支行应当配合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调查与查询。 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４、 公司授权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闵行支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银行
上海闵行支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每月３０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５、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闵行支行按月（
并抄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 公司１次或１２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银行上海
闵行支行。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８、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闵行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现公司、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上午８：３０， 在公司本部
四川省自贡市五星街黄桷坪路１５０号召开２０１２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事项
审议《
关于选举朱春威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
二、 会议出席对象
１．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４日为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凡在股权登记日当天登记在东方锅炉股
东名册下的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三、会议登记、出席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０日为会议登记日。 欲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于登记日当日用电话或传真方
式进行会前登记。
或其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上海证券账户卡、代理
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出席会议的股东（
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等原件资料进行签到，签到后方可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授权委托
书式样见附件二。
四、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自贡市五星街黄桷坪路１５０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８１３）４７３４６００
传真：（
０８１３）２２０３２００

联系人：邹云珠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住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一：新任监事候选人简历
朱春威，男，汉族，４６岁，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 现任东方锅炉纪委副书记、纪委办公室（
行
政监察室）主任等职。 四川东方动力职工大学焊接专业毕业，大专学历。 曾任本公司党委宣传
部、纪委办干事、纪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水冷壁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兼副主任、联箱车间
主任、保卫部（
人武部） 部长等职务。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委托权限：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股票代码：６００７８７

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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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７６０号文核准，中储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１６亿元（
含
１６亿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
，本期债券发行
２０１２年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总额为１６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１００元，本期债券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结束，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０２

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４２号

１、网上发行
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０．３亿元人民币，占本期债券发行
总量的１．８８％。
２、网下发行
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１５．７亿元人民币，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９８．１２％。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8月16日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编号：２０１２－０５５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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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
中建总公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本公司从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
司”）获悉，中建总公司在筹划与本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为避免本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已申请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
日起停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披露 《
交易预案》，公司股票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开市起复牌。
一、重组工作进展
目前，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各
中介机构相关工作正在按重组计划稳步进行，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
项完成后，公司将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重组方案等相关议案。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深圳软件园7

二、特别提示
１、根据公司与重组各方沟通的结果，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本
公司董事会或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方案或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
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重大风险提示”中，对本次重
２、公司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公告的重组预案之“
组的有关风险因素作出了特别说明，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重组预案中相关风
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３、公司在发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公司董
事会将每隔三十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联系电话：0755-86168118

账户类别

（
二）股票代码：300348

（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5,170万股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300 万股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38-45楼

其中首次公开发行的1,300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

８

栋501、502
董事会秘书：徐亚丽

二、风险提示

７

持股数量（股）

发行人：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一）股票简称：长亮科技

市交易。

５
６

股份性质

Ａ股流通股
Ａ股流通股
Ａ股流通股

发行人：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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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将于2012年8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

４

股东名称
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
上海新上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有线电厂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上海惠耕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 上 证 新 兴 产 业 交 易 型 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宏创
王立明
合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
果，对《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将降低。 本次发
行将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运用债务融资的能力，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同时，本次发行
将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１，８９１，５３０，３４６．３２元，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增加到１１，８８０，７５３，９７８．８８元，增加１８．９４％；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增加到４，５２２，８６５，９４９．８０元， 增加７１．８９％； 公司资产负债率 （
合并口径） 下降到５４．１６％， 降幅为
１０．２６％。
（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控股股东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新上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航天
有线电厂合计持股比例为５１．０７％，本次发行后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新上广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航天有线电厂和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４２．７５％，本次发行不改变公司的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比例有所下降，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权的
比例有所提高，使公司的股权结构更趋于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
康、稳定发展。
（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投向光伏产业链相关项目。 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公司打造垂直一
体化光伏产业链的光伏产业战略目标，将进一步降低光伏产业成本，增强协同效应，提高产业抗风险能力
和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航天光伏产品的质量，优化生产工艺，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巩固公司在新能源
行业的领先地位。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主承销商）
１、保荐机构（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６８号２０楼
保荐代表人：刘海荣、马晓宇
经办人员：施继军、李卉、沈励、张翼、张长健、蔡晓冬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７１
２、公司律师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９楼
负责人：韩炯
签字律师：陈巍、陈鹏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联系传真：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３、审计机构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 责 人：祝卫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九号五栋大楼Ｂ１座七、八层
签字会计师：黄斌、白晓燕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３９５６７６
联系传真：０１０－８８３９５２００
４、验资机构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 责 人：祝卫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九号五栋大楼Ｂ１座七、八层
签字会计师：黄斌、白晓燕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３９５６７６
联系传真：０１０－８８３９５２００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说明；
３、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审核报告；
４、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５、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６、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于工作日９：００－１７：００在公司进行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２０１２年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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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１
２
３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序号

叶小平

联 系 人：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３）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年，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
有限合伙）
７）天津嘉泰投资合伙企业（
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嘉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１２６号动漫大厦Ｂ１区二层２０１－４１３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工业、农业、建筑业、服务业进行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
以上经营范围涉
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限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认购数量：３４，４６５，１６７股
限售期：１２个月
２）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天津嘉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２０１１年，天津嘉泰投资合伙企业（
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与天津嘉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１０名股东变化
（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保荐代表人：蒋欣、王苏望
发行人：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8月16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单位价格

账户设立日

14.66385
15.81019
22.92925
11.60531
9.22071
10.63445
8.94814
9.76898
7.7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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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2-149)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2年08月14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2年08月17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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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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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６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
确保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展的前提下， 公司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占本次募
集资金净额的９．１６％， 使用期限不超过３个月。 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
券报》上刊登公告。 公司已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６，０００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已将该归还
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