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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

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5日上午在深圳市

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主持了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摇号抽签仪式。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抽签过

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

三

”

位数

：

665 165 552

末

“

四

”

位数

：

4646

末

“

五

”

位数

：

23791 43791 63791 83791 03791

末

“

六

”

位数

：

487455 987455 687008

末

“

七

”

位数

：

9892278 2147107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8244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8日

根据《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于 2015年 6月 5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栋主持了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

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三” 位数 467��967��790

末“四” 位数 1414��3914��6414��8914

末“五” 位数 03738��23738��43738��63738��83738��14642��64642

末“六” 位数 299366��499366��699366��899366��099366��117452

末“七” 位数

3037868��5037868��7037868��9037868��1037868

4037875��6537875��9037875��1537875

末“八” 位数 09612849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45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8

日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

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年 6月 5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栋 1楼主持了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三” 位数 664��164

末“四” 位数 2694��4694��6694��8694��0694

末“五” 位数 19774��39774��59774��79774��99774

末“六” 位数 541738��791738��041738��291738

末“七” 位数 8912510��0912510��2912510��4912510��6912510

末“八” 位数 0275959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0,060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500股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6

月

8

日

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6月5日（T+2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

持了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

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三”位数：

413

，

663

，

913

，

163

末“四”位数：

8013

，

0013

，

2013

，

4013

，

6013

，

9544

末“五”位数：

20257

末“七”位数：

5133946

末“八”位数：

00530546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

签号码共有66,00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胜宏科技（惠州）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8

日

根据《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发行人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

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 6月 5日（T+2日）上午在

上海市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上海宝钢包

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 位数 842，592，342，092

末“4” 位数 5521，7521，9521，3521，1521

末“5” 位数 35215，85215，36312

末“7” 位数 8504896，3504896

末“8” 位数 17198813，44768998，48996816，15737171

凡参与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

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87,5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获配 1,

000股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8

日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山东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5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

工业区10栋2层主持了山东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676 176

末

“

4

”

位数

1107 3107 5107 7107 9107 5214 0214

末

“

5

”

位数

75620 95620 15620 35620 55620

末

“

6

”

位数

128408 328408 528408 728408 928408 264338 514338 764338

014338

末

“

7

”

位数

6317886 8317886 0317886 2317886 4317886 9798606

末

“

8

”

位数

0699276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6,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山东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山东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8日

股票简称：美好集团 股票代码：000667� � � �公告编号：2015-26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5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永新国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新国财” ）通知：出于业务发展需要，永

新国财于2015年6月3日至6月5日期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持有的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共12,220.1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7%。 减持后，永新国财仍

持有公司股份17,809.7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6%。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永新国财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6月3日 6.39 1,310.13 0.51

大宗交易 205年6月3日至6月5日 5.86 10,910 4.26

合 计 12,220.13 4.77

永新国财本次减持前持股比例超过5%，自上一次《权益变动报告》后的累计减持比例

为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永新国财

合计持有股份 30,029.86 11.73 17,809.73 6.9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30,029.86 11.73 17,809.73 6.96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为2006年2月20日，永新国财当时所持股改限售

股份为56,440,000股。公司分别于2007年、2008年和2010年实施利润分配送转方案，截至

2015年5月31日，永新国财所持无限售条件股份数增至300,298,572股。 其所持限售股份

已于2009年3月9日全部获得上市流通。

2、本次股东减持股份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本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股票告知函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6日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美好集团

股票代码：000667

信息披露义务人：永新国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15年6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本报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

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准则15号》）等

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3、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美好集团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美好集团的股

份。

4、本次股东持股变动行为无需获得政府部门批准。

释 义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永新国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新国财” ）

美好集团：指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指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永新国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立浩

住所：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禾川镇湘赣大道中段时代广场内

注册号：360830210009947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7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销售汽车配件、建筑材料、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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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刘立浩 2,997 99.9%

刘莉 3 0.1%

合计 3,000 100%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在美好集团任职

刘立浩 男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无

刘莉 女 监事 中国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公司控制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所称一致行动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

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权益变动的目的：因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减持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市场状况决

定是否继续减持所持有的美好集团股票。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美好集团股票300,298,572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11.7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美好集团股票 178,097,2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96%。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永新国财

合计持有股份 30,029.86 11.73 17,809.73 6.9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30,029.86 11.73 17,809.73 6.9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股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永新国财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6月3日 6.39 1,310.13 0.51

大宗交易 205年6月3日至6月5日 5.86 10,910 4.26

合 计 12,220.13 4.77

三、本次转让股份存在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转让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第三节中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本报告书前六个月内未买卖美

好集团的股份。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1、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减持未违反《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的承诺。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3、本报告书文本及其他相关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永新国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立浩

2015年6月5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云南省昆明市

股票简称 美好集团 股票代码 ?00066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永新国财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禾川镇湘

赣大道中段时代广场内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30,029.86万股 持股比例：11.7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4.77%

变动后持股数量：17,809.73万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6.9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

月内继续减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000863� � �公告编号：2015-047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三湘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1717弄中鹰黑森林售楼处3楼会议室（靠近真

华路,也可从真华路 399�号进入）。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

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4、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6月10日下午14：00

5、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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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为2015年6月9日下午15:00至2015年6月10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1、关于出售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股权的议案

2、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各子议案需要逐项审议）

（1）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2）标的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3）权益的分配情况；

（4）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日、禁售期；

（5）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6）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7）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8）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9）公司授予权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10）预留权益的处理；

（11）公司/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12）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13）限制型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3、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4、关于黄建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议案2～5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 请见2015年5月23日、2015年5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次会议相关公告。

三、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6月5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凡欲出席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

手续；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等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

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到以下地址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

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2、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165弄29号4楼

3、联系人：周小姐

4、联系电话：021-52383305

5.�联系传真：021-52383305

6、登记时间：2015年6月8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6:30

7、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 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333号湘海大厦

邮编：200434

联系人：邹诗弘

联系电话：021-65364018

联系传真：021-65363840（传真请注明：转证券事务部）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先生/女士）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三湘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1、委托人情况

① 委托人姓名： 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③ 委托人股东帐号： ④ 委托人持股数：

2、受托人情况

①受托人姓名： 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3、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出售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股权的议案

2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2.2 标的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2.3 权益的分配情况

2.4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日、禁售期

2.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2.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2.7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2.8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2.9 公司授予权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2.10 预留权益的处理

2.11 公司/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2.12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2.13 限制型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3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4 关于黄建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10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2、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

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360863� � � � �证券简称：三湘投票

证券“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3、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360863；

3）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元）

100 总议案 100.00

1 关于出售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股权的议案 1.00

2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0

2.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2.01

2.2 标的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2.02

2.3 权益的分配情况 2.03

2.4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日、禁售期 2.04

2.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2.05

2.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2.06

2.7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2.07

2.8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2.08

2.9 公司授予权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2.09

2.10 预留权益的处理 2.10

2.11 公司/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2.11

2.12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2.12

2.13 限制型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2.13

3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00

4 关于黄建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4.00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5.00

注：输入100元代表对总议案进行表决，即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1.00元代表对议

案1进行表决，依此类推。

在股东对总议案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的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以股东已投票表决的各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

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一项或多项议案的投票表决，则以

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4）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同意：1股；反对：2股；弃权：3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注意事项

1）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投票不能撤单；

2）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3）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通过身份认证后进行网络投票。

1、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 、

“身份证号” 、“证券帐户”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成功申请，系统会返回一个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证券的方式，凭借

“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成功后半日方可使用；如激活指令是上午11:30之前发出的，

则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激活指令是上午11:30之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元 激活校验码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参加其他公司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

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挂失也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2.00元 任意大于1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

0755-25918485/25918486， 亦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证书服务”栏目。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15年6月9日下午15:00，网络投

票结束时间为2015年6月10日下午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