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荣华实业 证券代码：

600311

公告编号：

2015-001

号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偿还资产转让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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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9日收到大股东武威荣华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荣华工贸” ）以现金方式归还的资产转让款4630万元。 此前，荣华工

贸已向公司归还资产转让款8900万元，此次还款后，荣华工贸仍欠公司资

产转让款6268万元。

特此公告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778

证券简称：友好集团 编号：临

2015

—

001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申友生物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减资及工商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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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1年12月23日召开的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单方面减资

方式退出上海申友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相关事项公告刊登在2011年12月24日的 《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司于2015年1月19

日收到剩余2,800万元减资款，至此，公司已收回全部减资款6,046万元，上海申友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也已办理完成有关减资事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减资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上海申友生物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该公司和其下属的上海申友健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新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不再纳入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备查文件:变更后的上海申友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449

证券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2015－001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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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建材” ）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任期于2014年

12月22日届满。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

导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延期进行。

在换届选举完成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监事会、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全体成员及

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

的义务。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9日

A

股股票代码：

601336 A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

2015-002

号

H

股股票代码：

1336 H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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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有涉及公司股份的重大事项正在讨论过程中。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年1月19日起停牌。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2015-002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拟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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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收到本公司股东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资” ）书面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上

海国资拟以所持本公司部分A股股票为标的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交

换债券” ）。

上海国资目前持有本公司424,099,214股A股股份， 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数的

4.68%； 上海国资全资子公司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33,024,151股A股

股份，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数的0.3644%；合计共持有本公司457,123,365股A股股

份，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数的5.0444%。 根据通知，本次可交换债券拟发行期限不超

过5年，拟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 在满足换股条件下，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

人有权在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之日起一定时间之后（该时间区间预计不超过24个月）将

其所持有的本次可交换债券交换为本公司A股股票。

根据通知， 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尚待上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 本次可交换债券最终的发行方案将在获得核准后根据发行时市场状况

确定。 关于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及后续事项，本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15-003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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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2015年

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超短期融资券名称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15

中电建

SCP001

超短期融资券代码

011587001

超短期融资券期限

270

天 发行招标日

2015-01-06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 发行文件公告网址

http://www.chinamoney.com.cn

起息日

2015-01-07

到期兑付日

2015-10-04

计划发行总额

35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35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 4.88

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承销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5-00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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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二）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662,127 401,962 64.72

营业利润

285,042 80,037 256.14

利润总额

286,518 48,643 48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350 20,584 907.3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6066 0.0602 907.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5900 0.9300

增加

7.66

个百分点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1,576,859 5,384,578 11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580,614 2,283,623 13.01

股

?

本

341,800 341,8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7.55 6.68 13.01

注：上年度数据已根据财政部会计准则修订追溯重述。 详见公司于2014

年10月25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光大证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公告》。

二、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公司2014年因“816�事件” 缴纳罚没款5.23亿及为应对流动性危机处置

金融资产产生损失，导致业绩大幅下降。 本年事件负面影响逐渐消除，受限业

务陆续恢复。 且受益于证券市场量价齐升，本公司经纪业务、信用业务、资管

业务、自营业务收入均较上年取得大幅增长。

三、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2014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0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5-00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获准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

交易参与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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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交易参与人的通

知》（上证函[2015]63号），公司获准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交易参与

人，获准开通股票期权经纪、自营业务交易权限。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做好股票期权开通后的各项准备工作。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0日

A16

■ 2015年1月20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1、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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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航天工程” ，股票代码为“603698” 。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按市值申购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12.52元/股，发

行数量为8,23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5,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47%；网上发行数量为2,4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9.53%。

3、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5年1月16日结束。在初步询价结束后确

定的5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5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0个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参与了网下申购，并按照2015年1月15日公布的《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的要求按时、足额缴纳

了申购款，缴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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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发行过程已经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4、根据网上申购情况，回拨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501.29倍，高于150倍。根据《发行公

告》规定的回拨安排，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50倍的，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

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2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40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配售结果，包括获配投资者名称、申购数量、获配数量

等。 根据2015年1月15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网下发行获得配售

的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98号）的要求，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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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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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 在初步询价结束后确定的5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中，有5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参与了网下申购，并按照《发行公

告》的要求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网下发行申购资金总额为6,107,381.20万元，有效申

购数量为487,810万股。 有1个配售对象未按要求按时、足额缴纳申购款且未按要求参与网

下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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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吉兴 李吉兴

5,800

未申购未缴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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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7,681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12,181,431,000股。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网上冻结资金

量为152,511,516,120元，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19948395%。 配号总数为12,181,431

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1� -� 22,181,431。

三、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8,23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5,8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70.47%；网上发行数量为2,4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9.53%。

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和网上资金申购情况，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有效申

购倍数为501.29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4,977万股股票从

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发行结构如下：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23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40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拨机制实施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60805664%。

四、网下配售结果

根据《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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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主承销商）配售给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

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A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B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

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B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C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

售对象。 当申购数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

申报时间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根据上述原则配售的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487,810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A类投资者）

有效申购数量为161,10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33.03%；年金保险资金（B�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166,56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34.14%，其他

投资者 （C�类投资者） 有效申购数量为160,150万股， 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32.83%。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

下：

配售对象类型 获配比例 获配数量

（

股

）

占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比例

A

类投资者

0.20434513% 3,292,035 40%

B

类投资者

0.15317603% 2,551,288 31%

C

类投资者

0.14902904% 2,386,677 29%

其中零股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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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披露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3222970、2973、2974、256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月20日

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

万股

)

配售数量

（

股

）

投资者

类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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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118,520 A

2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 118,520 A

3

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银行

—

QFII

投资账

户

5,800 86,436 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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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6,436 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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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4,086 A

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3,000 61,303 A

7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000 81,738 A

8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

营账户

5,800 86,436 C

9

国华人寿保险股票有限公

司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万能三号

5,800 88,842 B

10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3,100 63,346 A

11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 118,520 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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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118,520 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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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 79,694 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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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00 118,520 A

1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自营账户

5,800 86,436 C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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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118,520 A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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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118,570 A

1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营账户

5,800 86,436 C

19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

5,800 86,436 C

2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营账户

5,800 86,436 C

2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众诚汽车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710 10,875 B

2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华泰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

-

普保

3,200 49,016 B

2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增值投资产品

3,830 58,666 B

2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永福养老理财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00 20,434 A

2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专户资产管理计

划

5,800 86,436 C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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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2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600 32,695 A

2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3,000 61,303 A

29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3,990 59,462 C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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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0 73,984 B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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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32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00 20,434 A

33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5,800 118,520 A

34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4,000 81,738 A

35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5,000 102,172 A

36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5,800 118,520 A

37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800 118,520 A

38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消费领先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 4,904 A

39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

-

前海人寿价值成长投

资组合

480 7,352 B

40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策略优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 8,173 A

41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养老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400 8,173 A

4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寿集团委托鹏华基金股

票型组合

640 9,803 B

43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基金鹏诚理财新鑫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760 11,326 C

4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00 40,869 A

45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2,300 46,999 A

4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3,190 65,186 A

47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

LOF

）

5,800 118,520 A

48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 118,520 A

49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平安人寿

-

分红

-

个险分红

5,800 88,842 B

50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平安人寿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5,800 88,842 B

51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平安人寿

-

万能

-

个险万能

5,800 88,842 B

52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

自

有资金

5,800 88,842 B

53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

营账户

5,800 86,436 C

54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

营账户

5,800 86,436 C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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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00 86,436 C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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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 71,533 C

57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东证资管

-

齐鲁制药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

5,800 86,436 C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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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6,436 C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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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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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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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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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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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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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团险分红

5,800 88,842 B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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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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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400 6,127 B

6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760 11,641 B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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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69

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 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

5,800 86,436 C

70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5,800 86,436 C

71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投资账户

5,600 83,456 C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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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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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74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

营账户

5,800 86,436 C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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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 32,695 A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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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0 81,738 A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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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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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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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80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色晚晴企业年金计划

470 7,199 B

8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企业年金

550 8,424 B

8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淮南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550 8,424 B

8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稳健配置混合型养

老金产品

710 10,875 B

8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投资资产

（

易方达

）

800 12,254 B

8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1,200 18,381 B

8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年金计划

1,200 18,381 B

87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000 40,869 A

88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企业

年金

3,000 45,952 B

89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4,500 91,955 A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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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118,520 A

91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5,800 118,520 A

92

张剑华 张剑华

5,800 86,436 C

93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600 12,260 A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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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20,434 A

9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久鑫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800 118,520 A

96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880 17,982 A

97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

-

建行

-

招商信诺

锐取委托投资组合

1,600 23,844 C

98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2,400 49,042 A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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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8,842 B

10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丰盛稳定增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90 97,881 A

101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5,800 118,520 A

102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5,800 118,520 A

103

浙江中扬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中扬投资有限公司

4,200 62,592 C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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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 86,436 C

105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5,800 86,436 C

106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

营账户

5,800 86,436 C

107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自营投资账户

5,800 86,436 C

10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1,190 18,227 B

10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1,590 24,354 B

1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福利负债基

金

1,830 28,031 B

11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电力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1,990 30,482 B

11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2,470 37,834 B

11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2,630 40,285 B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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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 40,285 B

11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年金计划

3,110 47,637 B

11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2,400 49,042 A

11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营账户

5,800 86,436 C

118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

营账户

5,800 86,436 C

119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

营账户

5,800 86,436 C

120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3,990 61,117 B

合计

487,810 8,230,000

注：（1）零股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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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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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其他类投资者。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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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

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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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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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times.com、中国资

本证券网，www.ccstock.cn）以及发行人网站（www.happigo.com），供

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快乐购

（二）股票代码：300413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1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7,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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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长沙金鹰影视文化城

联系人：李牛

电话：0731-82168010

传真：0731-82168899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保荐代表人：姚旭东、齐飞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发行人：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15年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