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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8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4-129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暨

关于同意参股公司新湖控股与新湖创投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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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同意参股公司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 ）与浙江新湖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创投” ）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新湖控股持有的6家

公司或合伙企业的所有股份及出资额（以下合称“标的资产” ）转让给新湖创投，交易总金

额为100,160.00万元。

● 该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

于2014年12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名， 实到董事7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同

意参股公司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与浙江新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参股公司新湖控股与新湖创投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1、新湖控股与新湖创投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新湖控股持有的航天高新（苏州）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创投” ）、浙江新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新湖投资” ）、杭州新湖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湖成

长” ）、宁波轿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轿辰” ）、浙江古纤道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古纤道” ）、浙江万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万凯” ）6家

公司或合伙企业（以下合称“标的企业” ）的所有股份及出资额（以下合称“标的资产” ）

转让给新湖创投。

2、标的资产及交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股份数（万股）

或出资额（万元）

初始投资额 交易金额

航天创投 4,500.00 4,500.00 5,000.00

新湖投资 800.00 800.00 800.00

新湖成长 9,900.00 9,900.00 21,000.00

宁波轿辰 1,600.00 15,360.00 15,360.00

浙江古纤道 4,800.00 30,690.00 46,000.00

浙江万凯 1,803.75 9,139.00 12,000.00

合计 - - 100,160.00

3、新湖控股系本公司参股公司,该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浙江新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1201-7室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航天高新（苏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 苏州高新区竹园路209号（财富广场）

注册资本：27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37.04

北京宝瑞利投资有限公司 5,500 20.37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4,500 16.67

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 11.11

其他 4,000 14.81

合计 27,000 100.00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

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

理顾问机构。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4年6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63,589,173.49 195,574,777.05

净资产 263,589,173.49 195,564,780.19

2014年1-6月 2013年1-12月

主营业务收入 0 0

净利润 111,893.30 -3,637,456.69

2、浙江新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1500号2号楼608室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公司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800 80

陈向明 100 10

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 100 10

合计 1,000 100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4年6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0,685,269.71 10,712,389.43

净资产 10,685,269.71 10,680,722.58

2014年1-6月 2013年1-12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4,547.13 539,562.17

3、杭州新湖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6号（营业大厅）101-2室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公司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9,900 99

上海新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1

合计 10,000 100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服务：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

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与

企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4年6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714,567,003.25 718,230,105.55

净资产 100,267,003.25 98,230,105.55

2014年1-6月 2013年1-12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036,897.70 -1,757,712.84

4、宁波轿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宁波市江东区环城南路东段777号世纪汽车城内

注册资本：12880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公司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宁波美顺投资有限公司 7627.70 59.22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1600.00 12.42

宁波美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6.21

汪杏康 800.00 6.21

彭红 800.00 6.21

其他 1252.30 9.72

合计 12,880.00 100.00

经营范围：代理机动车辆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在许可证件有效期内经营）。 商用车及

九座以上乘用车的销售；二手车经销；汽车租赁；汽车饰品、汽车零配件的制造、加工；日用

品、工艺品、电子数码产品、家用电器、钟表、服装服饰、健身器材的批发、零售；商务信息咨

询；实业项目投资及咨询。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4年6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142,322,269.77 3,125,971,103.79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745,943,128.59 729,614,251.38

2014年1-6月 2013年1-12月

营业收入 3,889,350,105.09 7,243,423,973.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059,886.81 5,486,593.30

5、浙江古纤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绍兴袍江工业区越东路

注册资本：48000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外资比例低于25%）

公司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浙江古纤道投资有限公司 20,358 42.41

汇创国际有限公司 10,802 22.50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4,800 10.00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3,000 6.25

绍兴成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20 3.58

其他 7,320 15.25

合计 48,000 100.00

经营范围：生产：改性聚酯切片、涤纶工业丝及其他涤纶制品、锦纶纤维及制品：销售自

产产品；聚酯切片原辅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品）的销售；无储存批发经营；1,

4-二甲苯及甲醇（经营场所不得存放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

年11月15日）；佣金代理（拍买除外）及其进出口业务。 上述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

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731,473,540.33

净资产 1,619,405,083.09

2013年1-12月

营业收入 7,147,995,319.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3,717,472.98

6、浙江万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海宁市尖山新区闻澜路15号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正凯集团有限公司 12,975 64.88

沈志刚 2,250 11.25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1,803.75 9.02

浙江科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971.25 4.86

沈月秀 750 3.75

其他 1,250 6.25

合计 20,000 100.00

经营范围： 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直拨直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

10月8日止）聚酯材料、塑料编织袋（不含印刷）制造、加工、销售；水煤浆批发、零售；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4年6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159,424,268.01 3,620,639,179.13

净资产 493,975,122.01 491,537,092.07

2014年1-6月 2013年1-12月

营业收入 3,722,984,433.89 5,867,853,686.33

净利润 2,428,693.64 31,901,521.71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资产转让价格

根据银信资评报（2014）沪第0884号评估报告、银信资评报（2014）沪第0886号评估

报告、银信资评报（2014）沪第0887号评估报告、银信资评报（2014）沪第0881号评估报

告、银信资评报（2014）沪第0882号评估报告、银信资评报（2014）沪第0883号评估报告，

标的资产价值详见下表，合计价值人民币102,524.86万元，新湖控股以人民币100,160万

元将标的资产转让给新湖创投。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股份数(万股)或出资额（万

元）

初始投资额 评估值 交易金额

航天创投 4,500.00 4,500.00 5,191.99 5,000.00

新湖投资 800.00 800.00 854.82 800.00

新湖成长 9,900.00 9,900.00 22,206.15 21,000.00

宁波轿辰 1,600.00 15,360.00 15,749.80 15,360.00

浙江古纤道 4,800.00 30,690.00 46,130.00 46,000.00

浙江万凯 1,803.75 9,139.00 12,392.10 12,000.00

合计 - - 102,524.86 100,160.00

（二）支付方式

新湖创投在协议签订并生效后1个月内，向新湖控股支付55%标的资产转让款，计人民

币55,088万元；新湖创投在协议项下所有标的资产过户完成后12个月内，向新湖控股支付

45%标的资产转让款，计人民币45,072万元。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新湖控股系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次股份转让有利于其理顺投资结构,实现下一步战

略转型。 此次股份转让，能使本公司实现投资收益约8千万元人民币(已考虑所得税影响)。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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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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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召开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召开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西溪路128�号新湖商务大厦11�层会议室，召开时间：2014

年12月22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虞迪锋先生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六）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80,997,45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0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101,725,93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股）

同意比

例（%）

反对票数

（股）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股）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发行债

务融资工具事宜的议案》

4,580,711,323 99.99 261,934 0.01 24,200 0.00 通过

本次会议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24人，代表股份101,760,8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27%。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赞成票代表股份数为101,474,7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反对票代表股份数为261,93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6%；弃权票代表股份数为24,2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徐伟民和章佳平律师对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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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温州平阳西湾围涂区块三幅出让

地块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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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阳隆恒置业有限公司竞得温州平阳西湾围涂区块三幅出让地块，竞

拍价合计为57301.2万元。 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一、竞得地块基本情况

此次竞拍地块位于温州市平阳县西湾， 土地面积为127336平方米。 地块具体情况如

下：

名称

土地面积

（m

2

）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出让

年限

竞拍价 (万元)

平阳县西湾围涂区块A07地块 30531

批发零售

住宅

1.0～4.0 不超过35%

住宅70年、

批发零售40

年

13738.95

平阳县西湾围涂区块A09地块 41414 1.0～3.0 不超过35% 18636.30

平阳县西湾围涂区块A10地块 55391 1.0～3.0 不超过35% 24925.95

二、竞得地块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得地块属于温州市平阳西湾项目的一部分。 本次竞得成功，有利于增强公司的

项目储备和赢利能力，优化公司项目布局,做大做强公司地产主业。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4-132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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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于2014年12月5日、12月19日、12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4年12月5日、12月19日、12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近期有以下重大事项：

（1）2014年12月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事宜的议案》， 并提交公司2014年股东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12月22日，公司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同意授权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的范围

内发行债务融资工具（详见公司公告临2014-130）。

（2）2014年12月18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96,711.80万股（含96,711.80万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0,000万元，拟用于苏州新湖明珠城五期、丽水新湖国际三期、

瑞安新湖城项目和偿还贷款（详见公司公告临2014-124、2014-125、2014-127）。

（3） 公司于2014年12月19日发布了 《股票复牌提示性公告》（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128）：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拟收购资产，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8日起连续停

牌。 停牌期间，交易双方进行了多轮商谈。 交易双方未能就收购事项达成一致，该事项已终

止。

（4）公司可能在未来三个月内购买金融股权，该交易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但目前

交易的方式、规模、时间等都存在不确定性。

2、除前述事项及公司已披露的重大事项外，目前及未来3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浙江

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黄伟先生确认：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至少未来 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

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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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发行人” ）于2014年12月19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国信证券” A�股36,000万股。根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

上回拨。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0,0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2,073,581户，有效申购股数为33,385,564,000股，配号总数为

66,771,128个， 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000066771128。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1.7971839565%，网上投资者最终超额认购倍数为55.64倍。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14年12月23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14年12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3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国信证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20,000万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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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335号文核

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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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

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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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考虑剩余

报价和拟申购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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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5.83元/股，发行数量为120,000万股。

3、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4年12月19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为3,043,900万股，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33,385,564,000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

有效认购倍数为92.73768倍，高于50倍但低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 ）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网上

网下回拨机制，于2014年12月22日（T+1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6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回拨

后，网下有效申购倍数为50.73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55.64倍。

4、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

对所有参加网下申购并缴款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5、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6、根据2014年12月18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

售的所有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98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保

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6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0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6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02个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17,745,937万元，有效申

购数量为3,043,900万股；有2个配售对象未按照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并及时缴纳申购款，其中1个配售对象按

时提交了网下申购但未缴纳申购款， 1个配售对象既未参与网下申购也未按要求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具

体情况如下：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账户名称

可申购数

量

(

万股

)

申购无效原因

周海虹 周海虹

11,800

未申购未缴款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竞争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000

已申购未缴款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4年12月19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3,043,900万股，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33,385,564,000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有

效认购倍数为92.73768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

《发行公告》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2014年12月22日（T+1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

拨，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50%。回拨后，网下有效申购倍数为50.73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55.64倍。

三、网下配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配售对象为102家，有效申购数量为3,043,900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对所有参加网下申购并缴款的

网下投资者进行了配售。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后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配售给获配数量最大的投资者；若获配数量相同,则按照申报时间先后配售给申报时间早的投资者；如

果按照上述方法仍不能确定，则以投资者申购时在深交所网下电子平台中记录先后顺序为准。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最终获配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股数

（

万股

）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占网下配售

总股数的比

例

公募基金和社

保基金

（

A

类

）

392,440 12.8927% 24,000.0029 6.11558454% 40.000%

年金保险资金

（

B

类

）

1,329,080 43.6637% 18,045.4831 1.35774252% 30.076%

其他投资者

（

C

类

）

1,322,380 43.4436% 17,954.5140 1.35774252% 29.924%

总计

3,043,900 100% 60,000.0000 - 100%

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C类，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同；向

A类、B类投资者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先安排的40%、30%。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投资者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投资者

类型

申购数量

（

万股

）

获配数量

（

万股

）

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B 84,000 1,140.5037

安徽国元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C 14,000 190.0839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A 10,000 611.5584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2,420 759.5555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 7,540 461.1150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A 7,000 428.0909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A 7,000 428.0909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B 13,000 176.5065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统筹外福利资金集合计

划

C 25,000 339.4356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8,800 255.2555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3,700 186.0107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 17,000 1,039.6493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A 13,000 795.025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LOF

）

A 17,600 1,076.3428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浓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A 13,700 837.835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九组合

A 18,000 1,100.8052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A 14,000 856.1818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信息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A 25,000 1,528.9009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20,800 282.410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 7,000 428.0909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7,600 103.1884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7,000 428.090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7,200 97.757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专户资产管理计划

C 10,610 144.056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A 10,000 611.558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

险产品

B 84,000 1,140.5037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2,000 162.9291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C 26,000 353.0130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

险产品

B 68,610 931.5471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产

品

B 18,500 251.1823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A 8,500 519.8246

上海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从容瑞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C 82,330 1,117.8294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C 84,000 1,140.5037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C 84,000 1,140.5037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37,700 511.8689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3,700 186.0107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C 10,820 146.9077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

—

集团本级

-

自有资金

B 26,000 353.0130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B 26,000 353.0130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农行

-

中国农业银

行离退休人员福利负债

C 13,000 176.5065

毕永生 毕永生

C 13,350 181.2586

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银行

—

QFII

投资账户

C 15,920 216.1526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2,000 162.929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A 8,000 489.2467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A 15,000 917.337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B 15,000 203.661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保本

2

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 8,750 535.1136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险分红

B 18,000 244.393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B 63,400 860.8087

天津远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恒荣盛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C 84,000 1,140.5037

天津远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远策恒达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C 84,000 1,140.5037

王萍 王萍

C 13,000 176.5065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C 34,000 461.6324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B 53,000 719.6035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

体分红

B 84,000 1,140.5037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得

意理财

B 8,500 115.4081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新时代新财富

8

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C 15,500 210.4500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20,240 274.807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37,730 512.2762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7,500 458.6688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0,000 611.5584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A 10,000 611.5584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品

B 10,500 142.5629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保险产品

B 40,000 543.0970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B 17,000 230.8162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B 14,000 190.0839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裕惠回报定期开放式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15,430 943.6346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A 7,200 440.3220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5,000 917.3376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A 10,000 611.5584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0,000 611.5584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7,810 241.8139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25,600 347.5820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B 13,800 187.3684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B 84,000 1,140.5037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B 84,000 1,140.5037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B 84,000 1,140.5037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人万能

B 84,000 1,140.5037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团体万能

B 84,000 1,140.503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22,300 302.776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统筹外福利负债基金中

信组合

B 7,700 104.546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84,000 1,140.503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建设银行信达财产保险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B 8,570 116.3585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0,500 642.1363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 16,300 996.8402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84,000 1,140.5037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B 8,500 115.4081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 8,500 115.4081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23,670 321.3776

周文涛 周文涛

C 26,000 353.0130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 8,500 115.4081

合计

3,043,900 60,000.0000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B 84,000 1,140.5037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84,000 1,140.5037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C 43,000 583.8292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7,000 230.8162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B 15,000 203.6613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

B 84,000 1,140.5037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C 84,000 1,140.5037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A 20,000 1,223.1169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A 10,000 611.5584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4,000 1,467.7402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B 27,000 366.5904

注1：零股48股根据零股配售原则配售给国投瑞银信息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注2： 投资者类型中A指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类投资者；B指年金保险资金类投资者；C指A和B之外其

它类投资者。

四、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获配投资者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五、持股锁定期限

获配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六、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联

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 话： 020－87555297、87557727

传 真： 020－8755585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3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