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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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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9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1742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深圳市桑达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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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本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 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1742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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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的

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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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骅威股份，股票代码：002502）自2015年8月28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

8月28日刊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8）。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程，该事项尚处于商讨、论证

之中，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9月7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该事项，并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该事

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及时公告并复

牌。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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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郑铁江先生的通知：

郑铁江先生于2014年8月28日以股票质押式回购的方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160万股股票（其中高管限

售股1,080万股，流通股1,080万股，共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11%。 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2,160万股自动

变更为4,320万股，高管限售股1,080万股自动变更为2,160万股，流通股1,080万股自动变更为2,160万股）

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详见本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发布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因

即将到期，近日郑铁江先生将上述共计4,320万股股票全部解除质押并办理完毕解除质押的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郑铁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6,432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4.66%，本次解除质

押的4,320万股股票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9.11%，目前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8,856万股，占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18.68%。

特此公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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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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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15年6月29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2015年6月30日披露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简称“重组预案” ）及相关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

“深交所” ）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进行了审核，公司根据深交所《关于对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5]第14号）的意见反馈，对重组预案进行了相应的修

订、补充和完善。 公司于2015年8月5日披露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简称“重组预案（修订稿）” ）及相关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8

月5日开市起复牌。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公司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在标的公司和交易相关各方的积极

配合下，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公司正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进行补充完善，待相关审计、评估完成

后，并经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内核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方案。

二、特别提示

1、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务办理指南的

有关规定，公司自重组预案披露后至发出召开审议重组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隔三十日发布一次

进展公告。

2、截至本公告日，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终止本次重组方案或者对

本次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还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获得商务部同意经营者

集中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披露的重组预案及2015年8月5日披露的重组

预案（修订稿）对本次重组的风险进行了特别说明，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相关风险提示内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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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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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证券代码“000584” ，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2015年8月31日、9月1日、9月2日）内日

收盘价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本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于2015年8月4日和8

月2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议案，并进行了公开披露。 公司于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后按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送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材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接收了申请材

料，目前申请材料正在审查中，如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通知，公司将及时按照

规定予以公告，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经本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自查并

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本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未发生其他

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情形。

4、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查询后证实，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未买卖公司股票。

5、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更正、补充之处。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第1条涉及的披露事项）外， 本公司目前

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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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2、本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于2015年8月4日和8

月2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议案。 有关重组事项尚需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或核准，具有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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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已于2015年9月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开披露了《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司按深证成指计算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2015年8月

31日、9月1日、9月2日）内日收盘价跌幅偏离值为21.92%，故得出连续三个交易日偏离值

累计超过20%，但按照深交所相关要求，公司应按深证A指计算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

盘价跌幅偏离值，经计算，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2015年8月31日、9月1日、9月2日）内

日收盘价跌幅偏离值为19.3%，累计未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

规定，不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今后将加强对外披露公告的复核，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 本公司对以上错误给

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董事会

2015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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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限售期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发行对象类别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限售期

12个月 24个月 36个月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发行对

象

百仕成投资 68,835,432 13,767,086 13,767,086 41,301,260

王华华 19,230,215 3,846,043 3,846,043 11,538,129

杜达亮 10,707,733 2,141,547 2,141,547 6,424,639

何毅 3,277,877 655,575 655,575 1,966,727

韩玲 3,277,877 655,575 655,575 1,966,727

因派投资 7,211,330 1,442,266 1,442,266 4,326,798

泰豪银科 5,535,971 5,535,971

晟大投资 291,366 291,366

吴钢 10,464,442 2,092,888 2,092,888 6,278,666

李科 10,459,100 2,091,820 2,091,820 6,275,460

乔羿正 10,459,100 2,091,820 2,091,820 6,275,460

同尚投资 4,807,553 961,511 961,511 2,884,531

科祥投资 8,012,589 8,012,589

睿久投资 6,009,442 6,009,442

徐永忠 2,003,147 2,003,147

童云洪 10,473,029 10,473,029

何烽 3,205,035 3,205,035

赖霖枫 4,856,114 971,223 971,223 2,913,668

刘杰娇 16,510,791 16,510,791

枫骏科技 8,255,395 8,255,395

融翼投资 971,222 971,222

正友投资 9,712,233 9,712,233

陈伟 11,492,819 5,665,476 5,827,343

张茂 971,222 971,222

陈翀 971,222 971,222

刘卫华 3,884,898 3,884,898

龚小燕 2,913,667 2,913,667

褚明理 71,073,189 14,214,638 14,214,638 42,643,913

覃邦全 9,323,168 1,864,634 1,864,634 5,593,900

九鼎投资 5,845,342 5,845,342

周璇 4,795,833 959,167 959,167 2,877,499

李国庆 3,636,134 3,636,134

润元投资 2,446,349 2,446,349

安泰 2,328,315 465,663 465,663 1,396,989

褚旭 465,663 93,133 93,133 279,397

朱琦虹 931,325 186,265 186,265 558,795

引航基金 33,264,388 33,264,388

启航基金 21,306,188 21,306,188

募集配套资金

的发行对象

科达集团 37,700,000 37,700,000

润民投资 9,000,000 9,000,000

润岩投资 20,000,000 20,000,000

越航基金 18,000,000 18,000,000

黄峥嵘 18,700,000 18,700,000

何烽 19,000,000 19,000,000

安信乾盛资管计

划

11,000,000 11,000,000

合计 533,616,715 117,103,585 48,500,854 368,012,276

2、公司本次发行股份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9月1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

可在上海交易所上市流通，其中业绩承诺方按照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进行解锁，即：自股份上市日起十二个月届满且标的公司履行其相应

年度业绩承诺，在注册会计师出具相应年度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后30个工作日起可转让或交易。 限售期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

（1）北京百仕成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名称 北京百仕成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企业性质 普通合伙企业

住所 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1093号114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唐颖

投资总额 6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1年8月1日

注册号 110112014124048

组织机构代码 58086081-5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110112580860815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2）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118号杭州电子商务大厦151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好望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额 23,5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4年5月5日

注册号 330106000323689

组织机构代码 09927125-6

税务登记证号 浙税联字330100099271256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外）

（3）上海同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上海同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上海市崇明县长江农场长江大街161号1幢2086

执行事务合伙人 乔羿正

投资总额 201.71万元

设立日期 2011年11月17日

注册号 310230000494256

组织机构代码 58529443-7

税务登记证号 国地税沪字310230585294437号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与企业管理服务。

（4）杭州好望角启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杭州好望角启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118号150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好望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额 100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1年7月28日

注册号 330100000156740

组织机构代码 58025114-7

税务登记证号 浙税联字330100580251147号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

（5）浙江科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浙江科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39号115室

法定代表人 陈伟

注册资本 58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1年8月24日

注册号 330100000158085

组织机构代码 58027263-4

税务登记证号 浙税联字330100580272634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6）浙江睿久合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浙江睿久合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59号（现代国际大厦北座）2楼2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睿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徐旦红）

投资总额 30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1年6月10日

注册号 330100000153128

组织机构代码 57730218-5

税务登记证号 浙税联字330100577302185号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7）广州因派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广州因派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德胜大街一巷1号2B15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华华

投资总额 20万元

设立日期 2014年5月9日

注册号 440101000272370

组织机构代码 30454909-4

税务登记证号

粤税字440106304549094号

粤国税字440106304549094号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

（8）成都泰豪银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成都泰豪银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拉德方斯西楼408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都泰豪晟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总额 120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2年9月11日

注册号 510109000342150

组织机构代码 05254118-3

税务登记证号 川税蓉字15019805254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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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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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前置许可

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9）深圳市晟大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深圳市晟大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泰然九路交界东南金润大厦12D1

法定代表人 李巍

注册资本 5000万

设立日期 2006年06月21日

注册号 440301103054945

组织机构代码 79046690-4

税务登记证号 深税登字44030079046690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10）广东一一五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广东一一五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松科苑17号楼5楼

法定代表人 赖霖枫

注册资本 60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1年06月27日

注册号 441900001104320

组织机构代码 57787154-8

税务登记证号

粤国税字441900577871548号

粤地税字441900577871548号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开发、销售；设计、制作和代理国内外广告；提供电脑页面制作、系统集

成、互联网项目咨询服务；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信息服务业务（按《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

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

（11）东莞枫骏网络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东莞枫骏网络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礼宾路4号松科苑17号楼201

执行事务合伙人 赖霖枫

投资总额 1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4年09月03日

注册号 441900002140006

组织机构代码 31490770-5

税务登记证号 粤国税字441900314907705号

经营范围 从事互联网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2）上海融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上海融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2123号3E-167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融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朱宝珍）

投资总额 10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2年8月9日

注册号 310115002005182

组织机构代码 05126696-8

税务登记证号 国地税沪字310115051266968号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13）宁波正友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宁波正友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八号办公楼10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正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六明）

投资总额 35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4年8月13日

注册号 330206000230816

组织机构代码 30900249-3

税务登记证号 开地税登字330206309073646号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14）嘉兴嘉盛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嘉兴嘉盛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嘉兴市广益路1319号中创电气商贸园16幢404-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鸿仁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康青山）

投资总额 177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1年6月16日

注册号 330400000015736

组织机构代码 57654827-1

税务登记证号 浙税联字330401576548271号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15）上海理想润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上海理想润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桥东路1号8幢1层44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建辉

投资总额 100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1年9月21日

注册号 310000000107931

组织机构代码 58214643-9

税务登记证号 国地税沪字310115582146439号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16）吴钢

吴钢，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10115197702******，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孙桥路****，通讯地址：上海市大宁路701号歌林

商务大厦10、11楼，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吴钢2006年至今担任上海同立董事长。

（17）李科

李科，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10106197009******，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通讯地址：上海市大宁路701号歌林商务大厦

10、11楼，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李科2006年至今担任上海同立总经理。

（18）乔羿正

乔羿正，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10228197508******，住所：上海市闸北区中山北路****，通讯地址：上海市大宁路701号歌林商务

大厦10、11楼，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乔羿正2006年至今担任上海同立副总经理。

（19）徐永忠

徐永忠，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30821196402******，住所：杭州市拱墅区祥符镇*******，通讯地址：杭州市申花路388号9幢801

室，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徐永忠2012年至今，任杭州凯贝奈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童云洪

童云洪，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30106196505******，住所：杭州市西湖区*******，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888号新大集

团2楼，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童云洪2012年至今，任浙江新大三源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1）何烽

何烽，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10110197312******，住所：杭州市西湖区*******，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118号杭州电子商

务大厦17楼D座，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何烽2011年以来担任好望角有限投资部经理，科祥投资董事，2012年以来担任上海同立、派瑞威行董

事。

（22）王华华

王华华，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62201197107******，住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

道85号高德置地广场A座2901-2902，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王华华2012年至今任华邑众为董事长。

（23）杜达亮

杜达亮，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40181197806******，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光明北路****，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

道85号高德置地广场A座2901-2902。 杜达亮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2年至今任华邑众为执行副总裁。

（24）何毅

何毅，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40681198002******，住所：广州市海珠区龙庆里****，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85

号高德置地广场A座2901-2902，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何毅2012年至今于华邑众为任副总裁。

（25）韩玲

韩玲，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610113197106******，住所：广州市越秀区杏花巷****，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85

号高德置地广场A座2901-2902，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韩玲2012年任宣亚国际传播集团广州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至今任华邑众为副总

裁。

（26）赖霖枫

赖霖枫，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41481198210******，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兴宁市兴田街道办事处兴田二路****，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赖霖枫2007年12月至今任雨林木风董事长；2011年6月起至今任一一五董事长、总经理。

（27）刘杰娇

刘杰娇，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120105198401******，住所：天津市河北区志成路志成东里****，通讯地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刘杰娇2012年至今担任雨林木风总经理。

（28）陈伟

陈伟，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30105197709******，住所：杭州市拱墅区********，通讯地址：西湖区紫荆花路409号香墅4-5号，拥

有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 陈伟最近三年任浙江科特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科祥投资董事长等。

（29）张茂

张茂，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13022197208******，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美丽园****，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22号光华路

SOHO2单元1505室，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张茂2012年11月至今于新疆德赛金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30）陈翀

陈翀，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110108198811******，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22号光华路

SOHO2单元1505室，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陈翀2009年2月至今于北京中辉投资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职位。

（31）刘卫华

刘卫华，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22422197508******，住所：湖北省松滋市刘家场镇人民大道****，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22号光华路SOHO2单元1505室，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刘卫华2008年1月至2013年12月于湖北宜昌成远通讯公司任总经理职位；2014年至

今自由职业。

（32）龚小燕

龚小燕，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32527195910******，住所：浙江省逐昌县妙高镇小溪路****，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22号

光华路SOHO2单元1505室，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龚小燕2011年至今在杭州欣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工作。

（33）褚明理

褚明理，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40123198203******，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阜南路****，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大街66

号百环大厦5层，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9年7月至今，于派瑞威行工作，现任董事长。

（34）周璇

周璇，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30105198303******，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大街66号

百环大厦5层，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周璇2009年8月至今于派瑞威行工作，现任副总经理。

（35）褚旭

褚旭，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4052119831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林业大学清华东路****，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

大街66号百环大厦5层，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9年7月至今于派瑞威行工作，现任媒介总监职位。

（36）安泰

安泰，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640202198506******，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大街66号百环

大厦5层，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安泰2009年8月至今于派瑞威行工作，现任副总经理。

（37）覃邦全

覃邦全，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510230198101******，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大街66

号百环大厦5层，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覃邦全2009年7月至今于派瑞威行工作至今，现任副总经理。

（38）朱琦虹

朱琦虹，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110102197908******，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地藏庵****，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大街66号百环

大厦5层，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朱琦虹2009年8月至今于派瑞威行工作，现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39）李国庆

李国庆，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110104196410******，住所：北京市朝阳区砖角楼南里****，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

号 静安中心8层，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9年11月至今于当当网任职，现任CEO。

2、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

（1）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东营市府前大街65号

法定代表人 刘双珉

注册资本 9497.8�万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 1996年12月28日

注册号 370523018072265

组织机构代码 72542221-9

税务登记证号 鲁税东字370523725422219号

经营范围

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工业、餐饮业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服务；文化旅游产业

项目开发；广告业务；市政、公路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农业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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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青岛润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青岛润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10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锋杰

投资总额 11130万元

设立日期 2014年12月31日

注册号 370202230204590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32598299-7

税务登记证号 鲁地税字380202325982997号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3）青岛润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青岛润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10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科达集团

投资总额 50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4年12月31日

注册号 370202230204581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32598298-9

税务登记证号 鲁地税青字370202325982989号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4）杭州好望角越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杭州好望角越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820号2幢21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好望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额 170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4年12月25日

注册号 330106000377206

组织机构代码 32192383-4

税务登记证号 浙税联字330100321923834号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5）何烽

详见“（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21）” 。

（6）黄峥嵘

黄峥嵘，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110221196912******，住所：杭州市西湖区*******，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西路118号电子商

务大厦17楼D座，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黄峥嵘，最近三年任好望角有限总经理，2011年7月至今任启航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2014

年5月至今任引航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2014年12月至今任越航基金和杭州好望角奇点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表。

（7）安信乾盛兴源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名称 安信乾盛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1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201室

法定代表人 刘入领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设立日期 2013年12月11日

注册号 440301108424729

组织机构代码 08463418-1

经营范围 开展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业务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配套资金认购方科达集团为科达股份控股股东，配套资金认购方润民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科达集团，配套资金认购方润岩

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科达股份董事长，本次发行完成后科达集团、润民投资、润岩投资合计持有公司19.25%股份，成为公司关联方。

（2）配套资金认购方越航基金、黄峥嵘、何烽及其一致行动人引航基金、启航基金、科祥投资、徐永忠、童云洪、陈伟，本次发行完成后

合计持有公司16.74%股份，成为公司关联方。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褚明理、周璇、褚旭作为一致行动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合计持有公司8.79%股份，成为公司关联方。

（4）本次发行完成后，百仕成投资持有公司7.92%股份，成为公司关联方。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5年8月14日，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100,144,420 29.87

2 全国社保基金—零组合 10,120,487 3.02

3 广饶县金润投资有限公司 6,800,000 2.03

4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6,240,162 1.86

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73,411 1.69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移动

互联网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237,325 1.26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国企改革

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000 1.19

8

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客户资金（交易

所）

3,488,800 1.04

9

中国工商银行-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339,541 1.00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竞争优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87,933 0.68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5年9月1日，公司前10名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137,844,420 15.86

2 褚明理 71,073,189 8.18

3 北京百仕成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68,835,432 7.92

4 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264,388 3.83

5 何烽 22,205,035 2.56

6 杭州好望角启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306,188 2.45

7 青岛润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00 2.30

8 王华华 19,230,215 2.21

9 黄峥嵘 18,700,000 2.15

10 杭州好望角越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0,000 2.07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 278,204,800 278,204,800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 255,411,915 255,411,915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 533,616,715 533,616,715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A股 335,269,708 - 335,269,70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335,269,708 - 335,269,708

股份总额 335,269,708 533,616,715 868,886,423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增加，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占比等指标均将得到良好改善，公司偿债能力得以提

高，财务风险得以降低。 本次发行募集配套资金将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1、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要

求规范运作，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经营机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

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将继续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公司治理机制仍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

利于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2、本次发行不会导致高管人员结构发生变化。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至45层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4669

项目经办人：吴宏兴、盛阿乔、杜元灿、刘方舟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肖微

住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20层

电话：010-85191300

传真：010-85191350

经办律师：张宗珍、赵吉奎

（三）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胡少先

住所：杭州西溪路128号9楼

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经办会计师：沃巍勇、陈彩琴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15]327号《验资报告》

2、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3、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及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报告》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七日

● 报备文件

（一）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二）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上接A12版）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本次公告(2015-163)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5 年 9 月 1 日的投

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5 年

9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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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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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18.18844�

19.40713�

30.19333�

13.41783�

10.22183�

12.50956�

10.58930�

12.90214�

8.46634�

6.3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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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一、项目编号： ZHAEEC15-116C

二、转让标的： 珠海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425%股权

三、转让底价：人民币捌佰万元整（小写：￥800 万元）。

四、竞价保证金：人民币捌拾万元整（小写：￥80 万元）。

五、受让资格条件：意向受让方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如

标的企业原股东参与本标的投标，则不受本条件约束）：

1、 意向受让方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有效

存续满 3 年的内资企业；2、意向受让方为实缴注册资本

达到人民币 15000 万元（含 15000 万元）以上的创业

投资机构或私募基金企业。

注：具体要求详见网站公告。

六、公告起止日：2015年 9月 7日至 2015年 10月 9日。

七、受让意向登记地址及联系人：珠海市横琴金融产业

服 务 基 地 13 号 楼 。 联 系 人 ： 刘 小 姐 电 话 ：

0756-2992718。 请有意向的投资者登陆珠海产权交易

中心网：http://www.zhaeec.com/ 了解该交易项目的详

细内容和下载相关表格。

广东粤科天使一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9月 7日

企 业 产 权 转 让 公 告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 �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01号交易大厦

�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02363622638、0236362238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万

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5CQ1001596-2 重庆惠江机床铸造有限公司55%股权 1294.74 692.54

注册资本：367万元 经营项目：制造、加工、销售铸铁件、压铸件等。 联系

方式： 熊先生 023-63606252、18680845183�刘先生 ：023-63621586、

15687887777

342.85

G315CQ1001611-2

重庆市二零八汽车维修公司70%股权转

让

21.86 9.4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项目：一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一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一

类汽车维修（小型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

期限从事经营）等。

联系方式：刘先生：023-63621586、15687887777,

熊先生：023-63606252、18680845183

7

G315CQ1001630 云南中科本草科技有限公司8%股权 1024.77 883.54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经营项目：研发和开发保健食品、生物制品、

药用植物和药用铺料（国家禁止或管制类除外）；委托加工和销售保健

食品；销售咖啡、茶叶及办公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可开展经营活动）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方式：023-63622508

70.6832

G315CQ1001631

海南寰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项目及2091.972737万元债权

12399.65 9514.24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

材料销售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 经评估总资产

12399.65万元，净资产为9514.24万元，该100%股权及2091.972737万元

债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协议或竞价转让。 联系方式： 鹤先生

18610612559

11650

G315CQ1001610-3

重庆特种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65%股权

转让

8098.99 3390.11

注册资本：9008万元 经营项目：自产自销，电动机，工具，模具，电动机

零部件，技术服务等。联系方式：熊先生 023-63606252、18680845183�刘

先生：023-63621586、15687887777

1983.43

G315CQ1001625 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13.08%股权 75803.14 65895.22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9564.32万元，经营范围:�生产7微米或薄于7微

米规格的铝箔、 光箔衬纸产品及其他铝箔产品， 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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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评估

总资产75803.14万元，净资产为67347.96万元，该13.08%股权拟按现状以

不低于挂牌价协议或竞价转让。 联系方式：鹤先生 18610612559

8809.12

G315CQ1001623

重庆市地产集团持有的中新大东方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25%股权(与重庆市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新

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5%股权捆绑

转让）

/ /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一）人寿

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 联系方式: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熊靛楠

023-63606252,18680845183

80155.53

G315CQ1001623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5%股权(与重庆市地产集团持有的中

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5%股权捆

绑转让）

/ /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一）人寿

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 。 联 系 方 式 : 刘 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熊 靛 楠

023-63606252,18680845183

80155.53

云南红河投资有限公司湖泉高尔夫球场实物资产及构筑物竞价公告 标的系云南红河投资有限公司湖泉高尔夫球场实物资产及构筑物。 标的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温泉

路延长线湖泉生态园南侧，建成于2012年，打球区占地面积约为17000平米,练习场占地面积约为2200平米,构筑物建筑面积为4200平米，建筑物为钢混结构，无房产证、无土

地证、无租赁、无抵押。 标的基础配套设施齐全，交通十分便捷。 标的明细以《资产转让清单》为参考，资产完整性以实物现状为准，评估值：21521.68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

于19370万元整体公开竞价转让，保证金6000万元。 以上标的详情、特别告知等事项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 报名电话：010-51085023-8009、

18610612559�鹤先生（节假日除外）报名（文件快递）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1室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重庆市铭禹电力有限公司66.67%的股权司法拍卖公告 受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10月15日14：00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依法在重庆联交所以互联网竞价方式进行

公开整体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次拍卖标的物（以下简称标的物）：被执行人持有的重庆市铭禹电力有限公司66.67%的股权，拍卖保留价：811.16万元，竞买保证金：41万

元。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可通过线上（通过互联网方式）或线下（到重庆联交所现场）两种方

式报名，竞买人应在10月13日（到账为准）前将竞买保证金缴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并于10月14日（法定工作时间）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签订竞买协议

等）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其他详细事宜请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联系电话及联系人：023-63622130??63625166?彭老师?QQ：

2312715884��重庆联交所地址：渝中区民族路101号交易大厦5楼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23-63318215��市高院监督电话：023-67673247?�67673497�重庆国汇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