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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62

证券简称：国投中鲁 公告编号：临

2015-009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报送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一次反馈意见

书面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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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5年2月13日、2月

27日、3月6日，分别接到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张惊涛的书面告知，存在可能导致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或终止的重大事项，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经与相关各方核实，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有重大不确定性的重大事项为：交易对方

张惊涛及其配偶徐放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向本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江苏环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61.55%的股权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截至目前，该个人所得税税款的资金来源，相关各

方尚未形成具体解决方案。 本公司已分别于2015年2月14日、2月28日、3月7日发布《国投

中鲁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及《国投中鲁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5年2月16日起停牌。

公司股票停牌之前，于2015年1月2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41795号，以下简称“《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交的《国

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并要求

公司在30个工作日内就相关问题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回复意见，详见公司于2015年1月

28日披露的2015-001号公告。

本公司在收到《通知书》后，积极组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

和评估师对反馈意见内容逐条进行仔细研究、认真落实。 由于反馈意见回复涉及的部分材

料尚未准备齐全，公司无法按期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材料。 近日，本公

司已经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报送此次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材料，延长期限不超过30个工

作日。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重大事项可能导致重组方案调整或终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3月09日

证券代码：

000100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30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5

年

2

月份主要产品销量数据的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一、本公司主要产品2015年2月份的销量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台

产业 产品

2015

年

2

月份

2014

年

2

月份

增减

（

%

）

2015

年

1-2

月份

2014

年

1-2

月份

增减

（

%

）

多媒体

电子

LCD

电视

(

包括商用显示器

)

966,438 854,724 13.07% 2,621,349 2,608,423 0.50%

其中

：

智能网络电视

295,407 134,474 119.68% 1,081,068 657,174 64.50%

智能网络电视激活用户

数

（

期末累计数

）

7,543,582 4,802,348 57.0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智能网络电视日均活跃

用户数

2,825,022 1,574,695 79.4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移动通讯

移动电话

4,427,162 3,756,019 17.87% 10,167,615 8,969,672 13.36%

其中

：

智能手机

2,757,125 1,733,164 59.08% 6,518,359 4,042,923 61.23%

家电集团

空调

310,042 328,441 -5.60% 692,731 682,218 1.54%

冰箱

67,492 79,181 -14.76% 144,093 147,836 -2.53%

洗衣机

43,615 64,095 -31.95% 211,100 223,788 -5.67%

华星光电

液晶玻璃基板产量注

1

（

2200mm*2500m

m

）

127,196 113,816 11.76% 269,800 246,816 9.31%

二、关于2015年2月主要产品销量情况的说明：

TCL集团本月LCD电视产品销量为96.6万台，同比增加13.1%。 其中，TCL多媒体LCD

电视本月国内和国外市场的销量分别为38.8万台和56.3万台。 本月智能网络电视销量同比

增长119.7%，国内智能网络电视销量为26.5万台，占TCL多媒体LCD电视在国内市场销量

的68.2%。

本月， 通过公司智能网络电视终端运营的激活用户注新增41.1万， 累计激活用户达

754.4万；本月日均活跃用户数注为282.5万，环比增长10.4%。 同时，公司通过欢网运营的智

能网络电视终端累计激活用户已达1,290.8万，其中本月新增激活用户70.5万，日均活跃用

户数为479.5万。 截止2015年2月28日，启用微信功能的电视已达199,862台，绑定的微信用

户数达250,857个，环比增长25.1%。

TCL通讯本月手机及其它产品销量合计442.7万台，同比增长17.9%。 国内及国外市场

的销量分别为45.6万台和397.1万台。 其中，智能手机本月销量同比增长59.1%，占TCL通讯

手机及其它产品总销量的62.3%。

家电集团本月空调、冰箱、洗衣机产品销量同比分别下降5.6� %、14.8%和32.0%。

华星光电本月液晶玻璃基板投片量为12.7万片，同比增长11.76%；实现液晶电视面板

和模组产品销量合计196.5万片，同比增长12.9%。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9日

证券代码：

000413

、

200413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

B

公告编号：

2015--027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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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5年3月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3月9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3月8日下午15：00至

2015年3月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临5院综合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付殷芳女士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人， 代表股份数697,903,

5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6.22％（其中外资股股东3人，代表股份数

3,736,5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1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

股份数697,367,2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6.20%；其中，B股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数3,546,42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数53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2％。 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数190,1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00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以现场（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表决方

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2、《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3、《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议案4、《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5、《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6、《关于公司续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5为特别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以上通过。

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反对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1 697,788,046 99.98% 115,500 0.02% 0 0.00%

议案

2 697,788,046 99.98% 115,500 0.02% 0 0.00%

议案

3 697,788,046 99.98% 115,500 0.02% 0 0.00%

议案

4 697,788,046 99.98% 115,500 0.02% 0 0.00%

议案

5 697,787,846 99.98% 115,700 0.02% 0 0.00%

议案

6 697,788,046 99.98% 115,500 0.02% 0 0.00%

A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反对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1 694,051,522 99.98% 115,500 0.02% 0 0.00%

议案

2 694,051,522 99.98% 115,500 0.02% 0 0.00%

议案

3 694,051,522 99.98% 115,500 0.02% 0 0.00%

议案

4 694,051,522 99.98% 115,500 0.02% 0 0.00%

议案

5 694,051,322 99.98% 115,700 0.02% 0 0.00%

议案

6 694,051,522 99.98% 115,500 0.02% 0 0.00%

B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反对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1 3,736,524 100.00% 0 0.00% 0 0.00%

议案

2 3,736,524 100.00% 0 0.00% 0 0.00%

议案

3 3,736,524 100.00% 0 0.00% 0 0.00%

议案

4 3,736,524 100.00% 0 0.00% 0 0.00%

议案

5 3,736,524 100.00% 0 0.00% 0 0.00%

议案

6 3,736,524 100.00% 0 0.00% 0 0.00%

(二)、部分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因议案5、议案6由独立董事发表过独立意见，根据相关规定，须单独披露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具体如下：

部分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5 4,170,396 0.60% 115,700 0.02% 0 0.00%

议案

6 4,170,596 0.60% 115,500 0.02% 0 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海容、张方伟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201

证券简称：金宇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03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集团” 、“公司” 、“发行人”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宜正处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审核阶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对象为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资管公司” ）和新余元保生物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元保”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现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平安资管公司的相关情况

（一）平安资管公司用于认购金宇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管产品的情况

平安资管公司认购金宇集团本次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为以下三部分：（1） 运用平安资产创赢5号资

产管理产品（下称“创赢5号资管产品” ）募集的资金40,335.00万元；（2）运用平安资产鑫享3号资产管

理产品（下称“鑫享3号资管产品” ）募集的资金9,309.29031万元；（3）运用平安资产鑫享7号资产管理

产品（下称“鑫享7号资管产品” ）募集的资金20,000.00万元。 （以下对“创赢5号资管产品” 、“鑫享3号

资管产品” 和“鑫享7号资管产品”统称为“平安资管产品” ）。

1、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情况

创赢5号资管产品系集合产品，平安资管公司作为投资管理人，该产品的认购人/投资人及其认购资

产管理产品情况如下：

认购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

身份证号 注册资本

（

万元

）

认购份额

（

万

元

）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40101000165158 72,500.00 3,000

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310000400203995 449,578.9473 3,000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000025748 105,750.00 3,000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20500000080562 200,000.00 2,000

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30000000098939 115,000.00 2,000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0115000954355 50,000.00 16,000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00006952 137,500.00 1,000

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500000400002019 100,000.00 5,000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010304742 400,000.00 3,000

仇文丽

310107197012312023 - 100

贝永飞

211022197806156574 - 600

姜永明

210623198207183493 - 200

梁晓玥

310106197911170827 - 200

王雯毅

440304197011092621 - 211

张剑颖

310110197608072823 - 300

赵旭城

440582198612053796 - 100

王旭

310109198202053058 - 115

连城

620102198508255830 - 124

龚令宙

410122198206140030 - 235

张海霞

372401197603230522 - 150

合计

- - 40,335

2、鑫享3号资管产品的情况

鑫享3号资管产品系定向资产管理产品，平安资管公司为投资管理人，其投资人/认购人为中国平安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寿险公司” ）。

认购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

身份证号 注册资本

（

万元

）

认购份额

（

万

元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37463 3,380,000 9,309.29031

3、鑫享7号资管产品的情况

鑫享7号资管产品系定向资产管理产品，平安资管公司为投资管理人，其投资人/认购人为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产险公司” ）。

认购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

身份证号 注册资本

（

万元

）

认购份额

（

万

元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37455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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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管产品委托人是否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1、资管产品情况

创赢5号资管产品为集合资管产品，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创赢5号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鑫享3号资管产品、鑫享7号资管产品为定向资产管理产品，根据其各自的《资产管理合同》，其委托人分

别为平安寿险、平安产险，该等产品亦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的安排。

2、平安资管公司承诺

平安资管公司承诺，其设立和管理的创赢5号资管产品系非结构化、封闭式集合资管产品，该产品不

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且资产管理产品的投资人认购的每份计划份额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承担

相同风险。平安寿险公司及平安产险公司分别以其合法拥有的保险资金认购鑫享3号资管产品和鑫享7号

资管产品，该等产品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创赢5号资管产品、鑫享3号资管产品和鑫享7号资管

产品之间相互独立，不存在收益分级等结构化安排。

3、资管产品投资人承诺

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投资人已承诺创赢5号资管产品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平安寿险公司已

承诺鑫享3号资管产品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平安产险公司已承诺鑫享7号资管产品不存在分级

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三）资管产品及其委托人是否存在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就资管产品及其委托人的认购资金来源和是否接受财务资助或补偿：

1、资管合同的约定

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资产管理合同》明确约定了投资人所交付的资金应为其合法所有或管理的具

有完全支配权的财产，保证该资金来源及用途合法，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也不存在任何其他可能妨碍管

理人对该资金进行投资管理的障碍。

鑫享3号资管产品、鑫享7号资管产品的《资产管理合同》明确约定了所交付的资金应为其合法所有

或管理的具有完全支配权的财产，保证该资金来源及用途合法，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也不存在任何其他

可能妨碍管理人对该资金进行投资管理的障碍。

2、相关方出具的承诺

（1）平安资管公司承诺

本公司以创赢5号资管产品、鑫享3号资管产品和鑫享7号资管产品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不会

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截至目前不存在接受且未来也不会接受

金宇集团及其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补偿或者收益保证的情况。平安资管公司确认并保证创赢5号

资管产品的投资人及平安寿险公司、平安产险公司没有接受且未来也不会接受金宇集团及其关联方提供

的任何财务资助、补偿或者收益保证的情况。

（2）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投资人承诺

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保险公司投资人已承诺，其委托平安资管公司通过创赢5号资管产品认购金宇集

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本公司资产状况良好，完全以本公司保险资金，并以自身名义进行独立投资，

并愿意承担投资风险，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投资的情况，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目前不存在接受且未来亦不会接受金宇集团及其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补偿

或者收益保证的情况。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承诺， 其委托平安资管公司通过创赢5号资管产品认购金宇集团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受托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

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保险资金认购创赢5号的资

管产品份额，并以自身名义进行独立投资，并愿意承担投资风险，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目前不存在接受且未来亦不会接受金宇集团及其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

助、补偿或者收益保证的情况。

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自然人投资者已承诺，其委托平安资管公司通过平安资产创赢5号资产管理产品

认购金宇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本人完全以自有资金，并以自身名义进行独立投资，并愿意承担投

资风险，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投资的情况，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

规定，目前不存在接受且未来亦不会接受金宇集团及其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补偿或者收益保证

的情况。

（3）平安寿险公司承诺

本公司认购鑫享3号资管产品的资金完全系本公司合法拥有的保险资金， 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投资

的情况，本公司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接受金宇集团

及其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补偿或者收益保证的情况。

（4）平安产险公司承诺

本公司认购鑫享7号资管产品的资金完全系本公司合法拥有的保险资金， 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投资

的情况，本公司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接受金宇集团

及其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补偿或者收益保证的情况。

（四）资管产品参与本次认购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及《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

1、平安资管公司承诺

作为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投资管理人，在本公司获得金宇集团本次发行的股份前，本公司会对拟认购

资产管理产品份额的投资人进行核查，保证不会以任何形式向金宇集团及其关联方出售资产管理产品份

额，本公司以创赢5号资管产品、鑫享3号资管产品和鑫享7号资管产品委托管理的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

会违反《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

定。

2、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投资人承诺

投资人知悉创赢5号资管产品系平安资管公司的资产管理产品， 保证不会以任何形式向利益相关方

出售资产管理产品份额，并承诺通过该资产管理产品参与本次认购，不违反《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第三十七条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定。

3、平安寿险公司承诺

本公司保证不会以任何形式向利益相关方转让通过鑫享3号资管产品持有的金宇集团股份， 并承诺

通过平安资管公司参与本次认购，不违反《上市公司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及《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定。

4、平安产险公司承诺

本公司保证不会以任何形式向利益相关方转让通过鑫享7号资管产品持有的金宇集团股份， 并承诺

通过平安资管公司参与本次认购，不违反《上市公司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及《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定。

（五）关于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1、平安资管公司承诺

本公司具备认购金宇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本次认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金宇集团

股份占金宇集团总股份的比例超过5%，本公司构成金宇集团的关联方。 除此之外，本公司、创赢5号资管

产品及其投资人、平安寿险公司、平安产险公司与金宇集团，金宇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金宇

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即内蒙古农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牧药业” 或“第一大股东” ）、间接第

一大股东（即新余市元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迪投资”或“间接第一大股东” ），金宇集团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2、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投资人承诺

本公司/本人与金宇集团，金宇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金宇集团的第一大股东、间接第一

大股东，金宇集团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发行的其他认购对象，及创赢5号资管产品其他投资

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本公司及股东/本人不存在以下情形：系持有金宇集团股份比例超过5%以上的股东，金宇集团的关

联方，金宇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金宇集团的员工，在金宇集团控股子公司任职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以下统称“利益相关方” ），认购资金来自于上述机构或人员。

3、平安寿险公司与平安产险公司承诺

本公司与平安资管公司均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318.SH）下属的控

股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司与金宇集团，金宇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金宇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间接第一大股东，金宇集团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顾问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发行的其他认购对象，及创赢5号资管产品

的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及股东不存在以下情形：系持有金宇集团股份比例超过5%的股东，金宇集团及其关联方，金

宇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金宇集团的员工，在金宇集团控股子公司任职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认购资金来自于上述机构或人员。

（六）关于资管产品在锁定期内的份额转让

1、资管合同的约定

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资产管理合同》已明确约定，投资人持有的本产品份额及相关收益权/受益权

等不得转让。

鑫享3号资管产品、鑫享7号资管产品各自的《资产管理合同》已明确约定，投资人持有的本产品份额

不得转让。

2、相关方出具的承诺

（1）平安资管公司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以创赢5号资管产品、鑫享3号资管产品和鑫享7号资管产品的资金所

认购并获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下称“锁定期” ）内，本公司将保证创赢5号资管产品、鑫享3号资管产品

和鑫享7号资管产品不转让其所获发行的该等股份；同时，本公司保证，在锁定期内，采取相应措施（包括

但不限于进行提示、拒绝办理相关手续等），确保创赢5号资管产品、鑫享3号资管产品和鑫享7号资管产

品的投资人不会转让其持有的资产管理产品份额或以其他方式（如定向回购等）退出该等资管产品。

（2）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投资人承诺

本公司/本人知悉平安资产创赢5号资管产品系平安资管公司自主管理的主动管理型资产管理产品，

产品期限为 42�个月，本公司/本人不干涉该资产管理产品的投资管理行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在

创赢5号资管产品所获得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内， 本公司/本人不会转让持有的平安资产创赢5号资管产

品份额或以其他方式退出该产品。 如有违反，本公司/本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平安寿险公司承诺

本公司不干涉平安资管公司的投资管理行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在鑫享3号资管产品所获发行

的金宇集团的股份的锁定期内，本公司不会转让通过鑫享3号资管产品持有的金宇集团股份，亦不会转让

鑫享3号资管产品的资管份额。 如有违反，本公司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平安产险公司承诺

本公司不干涉平安资管公司的投资管理行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在鑫享7号资管产品所获发行

的金宇集团的股份的锁定期内，本公司不会转让通过鑫享7号资管产品持有的金宇集团股份，亦不会转让

鑫享7号资管产品的资管份额。 如有违反，本公司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关于资管产品无法有效募集成立时的保证措施或者违约责任

1、股份认购协议关于保证措施或者违约责任的相关约定

金宇集团与平安资管公司于2014年10月12日签署的《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之认购协议》约定：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

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是做违反本协议。

2）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守约方

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

3）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后，认购人延迟支付认购款项的，每延迟一日认购人应向

发行人支付其认购金额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并赔偿给发行人造成的损失。 认购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交付认购款项义务超过五日的，发行人有权终止期认购资格，并要求其按每延迟一日向发行人支付其认

购金额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至发行人通知该认购人终止期认购资格之日止），但不得要求其他未发生违

约情形的认购人承担赔偿责任。

4）认购人拒不缴纳认购款项的，发行人可以要求其继续履行其支付认购款项的义务，并按前款之规

定支付延迟支付期间的违约金，发行人亦可要求认购人向发行人支付其认购金额10%的违约金但不再要

求认购人履行其支付认购款的义务。

5）第3）款和第4）款所规定的违约金仍然不足以弥补发行人损失的，认购人应当进一步向发行人做

出赔偿，直至弥补发行人因认购人违约而受到的直接损失。

2、相关方出具的承诺

（1）平安资管公司承诺

本公司作为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管理人， 确保资产管理产品募集资金用于参与金宇集团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认购。在金宇集团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向中国证监会上报发行方案前，将通过

一切合理且可行的之方式促使创赢5号资管产品、 鑫享3号资管产品和鑫享7号资管产品的认购资金全部

足额募集到位，且上述资管产品有效成立并可以对外投资；若该等资管产品无法有效募集成立，且本公司

未按照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履行认购义务的，则本公司将承担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

（2）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投资人承诺

本公司/本人保证将依据与平安资管公司签署的《认购意向及保证金协议》之约定，并根据创赢5号

资管产品资产管理合同的规定， 在金宇集团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核准文件之后，

在金宇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方案报送中国证监会之前，及时、足额将本公司/本人用于投资创

赢5号资管产品的全部认购资金缴付至平安资管公司指定的账户内。 如有违反，本公司/本人将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平安资管公司因此而承担的违约责任及受到的其他损失）。

（3）平安寿险公司承诺

本公司保证将在金宇集团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之后，在金宇集团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方案报送中国证监会之前，及时、足额将鑫享3号资管产品缴付至平安资管公司指定

的账户。 如有违反，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平安资管公司因此而承担的违约

责任及受到的其他损失）。

（4）平安产险公司承诺

本公司保证将在金宇集团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之后，在金宇集团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发行方案报送中国证监会之前，及时、足额将鑫享7号资管产品缴付至平安资管公司指定的账

户。 如有违反，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平安资管公司因此而承担的违约责任

及受到的其他损失）。

（八）关于资管产品委托人遵守短线交易、内幕交易、信息披露等规定的情况

1、平安资管公司承诺

本公司承诺在创赢5号资管产品、 鑫享3号资管产品和鑫享7号资管产品存续期间通过资产管理产品

所持金宇集团股份发生变动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短线交易、内幕交易、信息披

露等规定），不配合相关方为减持操纵股价。 同时，本公司亦将促使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投资人、平安寿险

公司、平安产险公司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短线交易、内幕交易、信息披露等规定）

（如需遵守）。 如果届时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动，以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为准。

2、创赢5号资管产品的投资人承诺

在创赢5号资管产品存续期间，平安资管公司管理的该资产管理产品所持金宇集团股份发生变动时，

本公司/本人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短线交易、内幕交易、信息披露等规定）（如需），

不配合相关方为减持操纵股价。 如届时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以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为准。

3、平安寿险公司承诺

平安资管公司以鑫享3号资管产品的资金所认购的金宇集团股份发生变动时，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份

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短线交易、内幕交易、信息披露等规定）（如需），不配合相关方为减

持操纵股价。 如届时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以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为准。

4、平安产险公司承诺

平安资管公司以鑫享7号资管产品的资金所认购的金宇集团股份发生变动时，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份

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短线交易、内幕交易、信息披露等规定）（如需），不配合相关方为减

持操纵股价。 如届时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以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为准。

（九）关于资管产品委托人与产品认定为一致行动人

1、平安资管公司承诺

鉴于本公司与平安寿险公司、平安产险公司属于同一控制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在履行重大权益变

动信息披露、要约收购等法定义务时，平安寿险公司、平安产险公司直接持有金宇集团的股票与本公司以

鑫享3号资管产品和鑫享7号资管产品的资金所购买的金宇集团的股份、本公司以受托管理的资产管理产

品及受托管理的平安集团内其他资金所购买的金宇集团的股份、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所购买的金宇集团的

股份应当合并计算，本公司已分别告知平安寿险公司、平安产险公司该等事项，并要求其向本公司披露其

直接持有金宇集团股份的情况， 并在其直接持有金宇集团股份变化当日向本公司披露该等变化情况，本

公司亦将及时告知其如何避免短线交易及需进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事项（如需），并要求其作出予以配合

的承诺。

2、平安寿险公司承诺

本公司知悉，鉴于本公司与平安资管公司、平安产险公司属于同一控制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在履

行重大权益变动信息披露、要约收购等法定义务时，本公司直接持有金宇集团的股票与鑫享3号资管产品

的资金所购买的金宇集团的股份、平安资管公司以受托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及受托管理的平安集团内的

其他资金和自有资金所购买的金宇集团的股份应当合并计算，本公司将向平安资管公司披露直接持有金

宇集团股份的情况， 并在本公司直接持有金宇集团股份变化当日向平安资管公司披露该等变化情况，本

公司将按照平安资管公司的告知避免短线交易及进行信息披露（如需），本公司亦将指定专人关注或落

实该等事项，以保证所持金宇集团股份的变动合法合规。

3、平安产险公司承诺

本公司知悉，鉴于本公司与平安资管公司、平安寿险公司属于同一控制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在履

行重大权益变动信息披露、要约收购等法定义务时，本公司直接持有金宇集团的股票与鑫享7号资管产品

的资金所购买的金宇集团的股份、平安资管公司以受托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及受托管理的平安集团内的

其他资金和自有资金所购买的金宇集团的股份应当合并计算，本公司将向平安资管公司披露直接持有金

宇集团股份的情况， 并在本公司直接持有金宇集团股份变化当日向平安资管公司披露该等变化情况，本

公司将按照平安资管公司的告知避免短线交易及进行信息披露（如需），本公司亦将指定专人关注或落

实该等事项，以保证所持金宇集团股份的变动合法合规。

二、新余元保的相关情况

（一）新余元保基本情况

新余元保的合伙协议第八条规定了合伙人的人数（合计为34名自然人），并明确了该等合伙人的身

份及其与金宇集团的关联关系，该等合伙人中，普通合伙人张翀宇现为金宇集团的董事长、总裁，徐宪明

现为金宇集团的副董事长，徐师军、王秀华现为金宇集团的董事、副总裁，王永胜为金宇集团的副总裁，李

树剑现为金宇集团的董事会秘书，张红梅现为金宇集团的财务总监，温利民、刘国英现分别为金宇集团的

监事会主席、监事，徐师军和李树剑系夫妻关系，其他人员现均为金宇集团的员工及赵红霞（农牧药业董

事、财务总监，元迪投资董事长），其中：亓凯为金宇集团的董事长、总裁张翀宇的女婿。 合伙协议第八条

亦同时明确规定，合伙人与金宇集团存在关联关系的，应向普通合伙人报告该等关联关系，并于该等关联

关系发生变化之日起的两日内向普通合伙人报告变化情况，普通合伙人应作好记录。

截至目前，新余元保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发行人任职情况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

%

）

1

张翀宇 金宇集团董事长

、

总裁

2,940.00 28.57%

2

徐宪明 金宇集团董事

、

副董事长

441.00 4.29%

3

王秀华 金宇集团董事

、

副总裁

441.00 4.29%

4

徐师军 金宇集团董事

、

副总裁

441.00 4.29%

5

温利民 金宇集团监事会主席

441.00 4.29%

6

李树剑 金宇集团董事会秘书

441.00 4.29%

7

张红梅 金宇集团财务总监

441.00 4.29%

8

张兴民 金宇集团资产运营部总经理

441.00 4.29%

9

王永胜 金宇集团副总裁

、

金宇保灵总经理

441.00 4.29%

10

魏学峰 金宇集团总兽医师

441.00 4.29%

11

亓凯 金宇保灵副总经理

294.00 2.86%

12

李荣 金宇集团总裁助理

235.20 2.29%

13

刘国英 金宇集团监事

、

总裁助理

235.20 2.29%

14

沈红军 金宇保灵副总经理

235.20 2.29%

15

高日明 金宇保灵副总经理

235.20 2.29%

16

李玉和 扬州优邦董事长兼总经理

235.20 2.29%

17

徐雪梅 金宇集团总裁助理

、

金宇保灵财务总监

147.00 1.43%

18

刘志南 金宇保灵直销部总监

147.00 1.43%

19

季明 扬州优邦副总经理

147.00 1.43%

20

史冬梅 金宇集团人力资源总监

147.00 1.43%

21

罗宏亮 金宇保灵副总经理

147.00 1.43%

22

赵红霞 农牧药业董事

、

财务总监

，

元迪投资董事长

117.60 1.14%

23

梁海岩 金宇保灵副总经理

88.20 0.86%

24

张龙 金宇保灵副总经理

88.20 0.86%

25

赵丽霞 金宇保灵副总经理

88.20 0.86%

26

陈九连 金宇保灵总经理助理

88.20 0.86%

27

马玉峰 金宇保灵总经理助理

88.20 0.86%

28

王晓蒙 金宇保灵总经理助理兼动力设备部经理

88.20 0.86%

29

王晓清 金宇保灵技术服务部总监

88.20 0.86%

30

庞闯 扬州优邦财务总监

88.20 0.86%

31

范娟 扬州优邦总经理助理

88.20 0.86%

32

潘杰 扬州优邦总经理助理

88.20 0.86%

33

周宏 金宇集团总工程师

88.20 0.86%

34

利光 金宇集团资产运营部副总经理

88.20 0.86%

合计

10,290.00 100.00%

新余元保的普通合伙人张翀宇先生为公司的董事长、总裁，系新余元保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新余元保

为公司的关联方。

合伙协议第九条规定，合伙人应以合法来源的资金向合伙企业（即新余元保）缴纳出资，不得自金宇

集团、金宇集团的直接第一大股东、金宇集团的间接第一大股东、金宇集团的其他关联方处获得任何直接

或者间接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二）合伙人之间是否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1、新余元保承诺

本合伙的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的安排，在本合伙的财产收益分配方面，各合伙人以

其对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额占全部实缴出资额的比例享有收益，不存在优先、劣后等级划分。

2、新余元保的合伙人承诺

本人与新余元保的其他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的安排，在新余元保的财产收益分配方

面，各合伙人以其对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额占全部实缴出资额的比例享有收益，不存在优先、劣后等级划

分。

（三）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是否存在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的情形

1、新余元保承诺

本合伙将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直接或间接向本

次发行的认购方平安资管以及平安资管所设立或管理的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委托

人、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2、新余元保的合伙人承诺

本人将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直接或间接向本次

发行的认购方平安资管以及平安资管所设立或管理的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委托人

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除作为新余元保的合伙人按新余元保的合伙协议的约定对新余元保

出资外，不会直接或间接向新余元保、新余元保的合伙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四）关于合伙人在锁定期内财产份额转让和退出合伙

1、合伙协议的约定

合伙协议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在合伙企业认购取得的金宇集团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限内，

合伙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转让所持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

合伙协议第二十五条规定，在合伙企业认购取得的金宇集团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限内，合伙

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退伙，但依据本协议约定被除名或者发生当然退伙的情形除外。

2、新余元保承诺

在本合伙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金宇集团的股份锁定期内，本合伙将不办理合伙人转让所持本合伙

的财产份额的手续，亦不办理合伙人退出本合伙的手续。

3、新余元保合伙人承诺

在新余元保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金宇集团的股份锁定期内，本人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所持新余元

保的财产份额，亦不会以任何方式退出新余元保。

（五）关于有限合伙无法有效募集成立时的保证措施或者违约责任

1、关于保证措施或者违约责任的相关约定

（1）股份认购协议关于保证措施或者违约责任的相关约定

金宇集团与新余元保于2014年10月12日签署的《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认购协议》约定：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

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是做违反本协议。

2）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守约方

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

3）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后，认购人延迟支付认购款项的，每延迟一日认购人应向

发行人支付其认购金额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并赔偿给发行人造成的损失。 认购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交付认购款项义务超过五日的，发行人有权终止期认购资格，并要求其按每延迟一日向发行人支付其认

购金额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至发行人通知该认购人终止期认购资格之日止），但不得要求其他未发生违

约情形的认购人承担赔偿责任。

4）认购人拒不缴纳认购款项的，发行人可以要求其继续履行其支付认购款项的义务，并按前款之规

定支付延迟支付期间的违约金，发行人亦可要求认购人向发行人支付其认购金额10%的违约金但不再要

求认购人履行其支付认购款的义务。

5）第3）款和第4）款所规定的违约金仍然不足以弥补发行人损失的，认购人应当进一步向发行人做

出赔偿，直至弥补发行人因认购人违约而受到的直接损失。

（2）合伙协议的约定

合伙协议第九条规定了合伙人缴纳出资的期限（2015年4月30日） ，并规定根据合伙企业认购金宇

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缴纳认购款项的时间安排， 普通合伙人有权要求全体合伙人提前或者延后缴纳出

资。 合伙人应在合伙企业参与认购的金宇集团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案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前全部缴纳到

位。

新余元保的全体合伙人均分别以书面方式出具下列承诺：将遵守新余元保的合伙协议的规定，按合

伙协议的约定的时间向新余元保缴纳本人所认缴的出资，保证新余元保不会因本人不能按时足额缴纳出

资而致使其不能向金宇集团按时足额缴纳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款项。如本人不能按时足额缴纳出资导

致新余元保受到损失的，本人将赔偿新余元保因此而受到的全部损失，并承担新余元保合伙协议所约定

其他责任。

2、相关方出具的承诺

新余元保承诺，本合伙将采取相应措施，促使合伙人按合伙协议的约定的时间向本合伙缴纳本合伙

所认缴的出资，保证按时向金宇集团按时足额缴纳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款项，否则将按照与金宇集团

所签署的协议的约定向金宇集团承担违约责任。

（六）关于合伙人遵守短线交易、内幕交易和高管持股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况

1、合伙协议的约定

合伙协议第九章（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一条）设立专章对“间接持有金宇集团股份的特殊规定” 进行了

明确，其中第二十七条规定，因合伙企业将以其主要资产用于认购金宇集团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合伙企业

取得及持有金宇集团的股份，构成合伙人对金宇集团股份的间接持有，各合伙人应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中所规定的有关短线交易、内幕交易和董事监管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变动规则等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遵守本协议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的相关规定。

合伙协议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分别对合伙人遵守短线交易、禁止内幕交

易、遵守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的义务作出了规定。

2、新余元保承诺

本合伙亦将督促同时为金宇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管的合伙人，就其所持有的本合伙的财产份额及通

过本合伙所间接持有的金宇集团的股份，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定的有关短线交易、内幕交易和高管持股变动规则等相关规定的义务。

3、新余元保中担任金宇集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合伙人承诺

本人作为金宇集团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对于所持有的新余元保的财产份额及通过新余元

保所间接持有的金宇集团的股份，亦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定的有关短线交易、内幕交易和高管持股变动规则等相关规定的义务。

4、新余元保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承诺

本人作为新余元保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期间，将促使新余元保遵守其承诺、合伙协议的

规定，亦将提醒、督促新余元保的合伙人中同时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合伙人履行下述

义务：对于所持有的新余元保的财产份额及通过新余元保所间接持有的金宇集团的股份，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有关短线交易、内幕交易和高管持股变动规则等相

关规定的义务。

（七）关于合伙人与合伙企业认定为一致行动人

1、合伙协议的约定

合伙协议第三十一条对属于金宇集团的关联方的合伙人（下称“关联合伙人” ）在履行重大权益变

动信息披露、 要约收购等法定义务时须将合伙人与合伙企业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等相关事宜进行了规定，

明确规定关联合伙人直接持有的金宇集团股票数量与合伙企业直接持有的金宇集团股票数量合并计算，

规定了普通合伙人应当提醒、督促关联合伙人履行有关的报告、信息披露义务，并规定了具体的措施和责

任。

2、新余元保承诺

在履行有关重大权益变动信息披露、要约收购等法定义务时，本合伙将与本合伙中同时为金宇集团

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管的合伙人，认定为一致行动人，将本合伙直接持有金宇集团的股票数量和该等合伙

人直接持有的金宇集团的股票数量合并计算。

3、新余元保中担任金宇集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合伙人承诺

在本人同时作为新余元保的合伙人和金宇集团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作为金宇集团

的直接或间接持股人，在履行有关重大权益变动信息披露、要约收购等法定义务时，本人将与新余元保认

定为一致行动人，将本人直接持有金宇集团的股票数量和新余元保直接持有的金宇集团的股票数量合并

计算。

4、新余元保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承诺

本人作为新余元保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期间，将促使新余元保遵守其承诺、合伙协议的

规定，亦将提醒、督促新余元保的合伙人中同时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合伙人履行下述

义务：在履行有关重大权益变动信息披露、要约收购等法定义务时，与新余元保认定为一致行动人，将其

本人直接持有金宇集团的股票数量和新余元保直接持有的金宇集团的股票数量合并计算。

三、关于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规定的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1、本公司将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直接或间接向

本次发行的认购方平安资管、新余元保以及平安资管所设立或管理的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产管理计划

的资产委托人、新余元保的合伙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2、本公司将督促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分公司遵守上述第一项之承诺。

3、若违反前述承诺，造成广大中小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全部额赔偿责任；同时，

本公司将主动承担其他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的第一大股东农牧药业和间接第一大股东元迪投资承诺

1、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均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2、本公司将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直接或间接向

本次发行的认购方平安资管、新余元保以及平安资管所设立或管理的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产管理计划

的资产委托人、新余元保的合伙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3、若违反前述承诺，则本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认购本次发行股份所获收益归金宇集团所有；造

成金宇集团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全部额赔偿责任；同时，本公司将主动承

担其他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通过新余元保间接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将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直接或间接向本次

发行的认购方平安资管以及平安资管所设立或管理的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委托人

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除作为新余元保的合伙人按新余元保的合伙协议的约定对新余元保

出资外，不会直接或间接向新余元保、新余元保的合伙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四）未通过新余元保间接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将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直接或间接向本次

发行的认购方平安资管、新余元保以及平安资管所设立或管理的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产管理计划的资

产委托人、新余元保的合伙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公告相关附件如下：

附件1：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相关主体的资产管理合同和合伙协议

1-1平安资产鑫享3号资产管理产品资产管理合同

1-2平安资产鑫享7号资产管理产品资产管理合同

1-3平安资产创赢5号资产管理产品资产管理合同

1-4新余元保生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附件 2：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相关主体的承诺函

2-1�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函

2-2�内蒙古农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函

2-3�新余市元迪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函

2-4�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承诺函

2-5�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为新余元保合伙人）承诺函

2-6�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非新余元保合伙人）承诺函

2-7�新余元保生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函

2-8新余元保生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除金宇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

诺函

2-9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函

2-10鑫享3号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人承诺函-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1鑫享7号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人承诺函-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2创赢5号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人承诺函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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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及公司采取措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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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1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及2014年10月30日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正处于反馈阶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的相关要求，现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285,854,930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27,245,070股（最终发行的

股份数量以经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准），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313,100,000股，增加9.53%。

公司截至2013年底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28,179.19万元，本次发行规模79,909.79万

元，占前者的62.34%。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将有较大幅度

的增加。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加强，并为公司

后续债务融资提供良好的保障，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但是，募集资金使用产生效益需要经历一定时间的

运营期，不能立即产生效益，短期内可能对公司业绩增长贡献较小，因此净利润将可能无法与净资产及总

股本同步增长，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下降的风险。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4

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年初总股本

（

股

）

280,814,930 280,814,930

2014

年

3

月股权激励发行股份数

5,040,000 5,040,000

本次发行股份数

- 27,245,070

发行后总股本

285,854,930 313,100,000

股权激励增加净资产

（

万元

）

6,441.12 6,441.12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

万元

）

- 79,909.79

本期现金分红

（

万元

）

7,862.82

现金分红实施完成月份

2014

年

6

月

期初股东权益

（

万元

）

128,179.19

假设

：

2014

年净利润

=2013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

（

1+50%

），

即

37,632.4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32 1.2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1.32 1.21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5.75 7.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45% 16.52%

注1：2014年末发行前每股净资产=（期初股东权益+2014年净利润+股权激励增加净资产-本期现

金分红）/发行前总股本；

注2：2014年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期初股东权益+2014年净利润+股权激励增加净资产-本期现

金分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发行后总股本。

关于测算的说明如下：

1、根据公司2015年1月30日业绩预增公告， 2014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2013年增加50%

至70%，上述测算中假设公司2014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率为50%。

2、为反映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及其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产生影响的程度，假设本次非公

开发行方案于2014初实施完毕。

3、公司对2014年度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

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为79,909.79万元，不考虑发行费用的影响。

5、上述测算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帐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

等的影响。

6、上述计算考虑了公司2014年3月对激励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对股本及净资产产生的影响。

7、在预测公司发行后净资产时，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净利润和股权激励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

影响。

二、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本次发行可能导致投资者的即期回报有所下降，考虑上述情况，公司将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此次募集

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具体措施包括：

（一）充分发挥公司在兽用生物疫苗领域的先发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积极拓展现有业务市场，努力开

辟兽用、禽用疫苗新产品市场，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加主营业务收入，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

是国内最大的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之一，是国家农业部指定的口蹄疫疫苗、猪蓝耳病疫苗及猪瘟疫苗

的定点生产企业，尤其在口蹄疫疫苗领域，公司市场占有率较高，市场地位突出。 公司将积极发挥在技术

研发、产品质量、品牌及市场营销渠道等方面的优势，继续巩固和提升现有市场地位，利用核心产品持续

推动业务增长；扩充多领域产品并陆续推出各类猪、牛羊用、禽用疫苗产品，进一步丰富产品结构、优化未

来公司的收入结构；未来通过积极探索包括并购、合资、合作、引进等多种方式，搭建多元化合作平台，扩

展并升级现有产品领域，扩大业务规模，努力保持公司盈利能力的高速增长。

（二）有效使用募集资金，尽快实现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在募集资金到账后，在保证合法合规的前提

下，尽快将募集资金投入公司主营业务当中去。 公司本次募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主营业务相关的流

动资金。 在投入方向上，包括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加大技术研发、提升销售服务等方面，这能维持

和增强公司的技术研发实力，扩充公司的产品线，增加公司销售收入，构筑公司的长期竞争力，从而间接

的促进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发挥。 募集资金的使用，能解决公司短期和长期的资金需求，满足公司经营

规模扩张的需求，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多回报。

（三）强化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规范使用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制定《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范募集资金使用。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

公司董事会的决议，本次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并建立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制度，由保荐机构、存管银行、公司共同监管募集资金按照承诺用途和金额使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到位后，存管银行、保荐机构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

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四）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给予投资者合理回报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增强利润

分配的透明度，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

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号）的相关规定，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于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进一步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分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等，完

善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强化了对投资者的回报机制。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