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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离岸市场

离港开辟“西方中心”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近日来， 伦敦举动连连， 积极打造继香

港之后的离岸人民币中心。 香港业界普遍认

为， 香港凭借政策倾斜优势， 人民币离岸中

心地位暂时难被取代， 但若不思进取将处于

被动地位。

近年来， 伦敦一直在努力建设离岸人民

币中心， 最近更是积极进取。 上周， 汇丰银

行在伦敦发行了首批人民币债券， 获

2

倍超

额认购， 启动了继香港之后第二个离岸人民

币债券市场。 近期， 全球最大商品交易所伦

敦金属交易所计划将人民币用作交易货币。

与此同时， 伦敦也在建立具有流动性的人民

币资金池。 近日， 伦敦金融城政府发布报告

称， 伦敦的客户和银行间人民币存款已达

1090

亿元人民币， 其中， 客户存款为

350

亿元。

伦敦不断强化人民币离岸中心基础的举

措， 被视作全球最大金融市场对人民币地位

的承认。 但其咄咄逼人的态势也引发了香港

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不保的担忧。 不过， 多

数专家表示， 目前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

仍难撼动。

中国银行 （香港） 有限公司经济研究处

主管谢国樑表示， 伦敦具备发展离岸人民币

业务的条件， 但不可能取代香港。 香港在离

岸人民币业务方面具有先发优势， 离岸市场

已有相当好的基础。 目前， 人民币离岸资金

主要集中在香港， 可以提供的人民币服务是

全方位的， 很多香港可以做的业务， 比如人

民币同业拆借， 人民币融资、 放款等， 伦敦

暂时都做不到。

德银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也指

出， 香港、 伦敦和新加坡在成为人民币离岸

中心的立场上并不矛盾。 香港作为主要离岸

中心， 应该承担人民币离岸的 “批发” 功

能， 而其他地区则主要是 “零售” 角色。

不过， 上述专家也表示， 香港若不思进

取， 可能会处于被动状况。 目前， 伦敦虽然

暂以欧洲人民币离岸中心作为目标， 但其长

远目标可能还是瞄准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

中心。 为此， 专家建议， 香港应该加快全面

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 并设法争取各类人民

币业务以及人民币产品在香港先试先行。

增资

4300

亿美元

IMF

加固全球防火墙

中方表示不会缺席向

IMF

增加资源，并希望尽快推出新的监督决定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吴家明

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即将落幕之际，

备受关注的

IMF

增资议题取得决定

性进展。

IMF

总裁拉加德宣布， 增资

额进一步上升至

4300

亿美元。 中国

代表在会议发言中指出， 对于国际社

会在共识的基础上向基金组织增加资

源， 中国不会缺席。

这次增资， 无论是深陷债务危机

的欧洲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 都纷纷

解囊。 中国方面表示， 相信欧洲完全

有智慧、 有能力妥善应对欧债危

机， 中国对欧元区的经济金融稳定

有信心， 对于国际社会在共识的基

础上向基金组织增加资源， 中国不

会缺席。 中方同时认为， 基金组织

增加资源应主要以份额为基础。 希

望基金组织敦促各国尽快完成

2010

年份额改革方案的审批程序，

确保在今年

10

月基金组织年会前

按时完成。

拉加德对成员国的增资决定

表示欢迎， 指出这一增资额度使

得该机构的可贷资金几乎扩大了

一倍， 显示出国际社会确保全球金

融稳定以及促使世界经济复苏更加

稳健的强烈意愿， 也在一定程度上

达到了加固全球金融危机防火墙的

目标。

IMF

还表示， 将与二十国集

团各方共同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治理与份额改革。

尽管拉加德强调， 为

IMF

增资

以加固全球防火墙不是为了某个特定

地区， 而是将用于全球， 但从近期来

看， 最需

IMF

紧急资金救助的仍是

处于债务危机中的欧洲。

当前， 市场对于西班牙和意大利

可能发生债务崩溃， 需要求助国际社

会的担忧再度增强。 多国财长也施压

欧洲， 要求相关决策者采取更为严苛

及灵活的举措， 以解决历时长达两年

之久的债务危机。

美国财长盖特纳表示， 在欧债

风险和油价上升的压力下， 全球经

济复苏仍然脆弱。 欧洲防止债务危

机扩散的努力将取决于相关决策者

积极行动的能力和意愿。 欧洲领导

人包括欧洲央行需要灵活和有弹性

地使用工具， 对实施改革的国家给

予积极支持。

当地时间

4

月

21

日，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与金

融委员会 （

IMFC

） 第二十五届部长

级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 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会议时表示，

金融危机表明基金组织需要切实调

整监督重点， 转变监督方式， 提高

监督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中方期待

基金组织尽快推出新的监督决定，

实现对系统性风险和成员国宏观政

策的全面监督。 国际社会也应为解

决低收入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和外部

冲击提供更多援助。

法国大选牵动欧元区股市汇市

金融大鳄索罗斯认为，法国已成为一个危险的地方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2012

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

昨日开始，

10

名候选人迎来一场竞

争激烈的投票考验。

与

5

年前的上一届选举相比， 经

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洗礼的

法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今的法

国， 经济增长率不及

1%

， 信用评级

也正处于观察期， 加上欧债危机正有

卷土重来之势， 经济议题无疑成为此

次法国总统大选的焦点， 也牵动着市

场的神经。

法国宪法规定， 总统由普选产

生， 采用 “多数两轮投票制”， 任期

五年。 第一轮投票中如无人获得过半

数选票， 则得票居前的两名候选人进

入第二轮角逐， 得票多者将当选总

统。 目前， 被公认为最具影响力的就

是现任总统萨科齐与社会党候选人奥

朗德。

谋求连任的萨科齐此次竞选之

路颇为艰难。 法国在国际金融危机

和欧债危机中屡受冲击： 信用评级

被降， 国家公共债务规模不断扩

大， 经济复苏前景黯淡。 作为萨科

齐谋求连任的最大竞争对手， 奥朗

德针对民众对萨科齐的不满， 打出

了 “改变， 就在现在” 的口号迎合

民众渴望改变现状的诉求。

法国经济学家巴韦雷强调， 法

国可能成为欧债危机下一个冲击目

标， 下一任总统的主要任务就是改

变通过举债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

而在今年

１

月中旬， 国际评级

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法国长期信用

评级从最优的

ＡＡＡ

降至

ＡＡ＋

， 评

级展望为负面。 另外两家评级机构

穆迪和惠誉虽然维持法国

ＡＡＡ

评

级， 但均将评级展望调至负面， 评

级机构已将法国总统选举列为应对欧

债危机的不确定因素之一。 值得一提

的是， 此次选举适逢法国信用评级观

察期， 欧美金融市场气氛已经开始紧

张。 就在法国大选前夕， 甚至出现法

国评级将被下调的市场传言。

与此同时， 奥朗德在竞选期间的

数项主张备受市场关注， 所引发的争

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市场紧张气

氛。 奥朗德提出对 “财政契约” 进行

重新谈判， 将对德国一贯主张的财政

纪律提出挑战； 推动欧洲央行职能从

控制通胀转向刺激增长； 继续扩大

公共支出， 对富人征收重税等。 这

让其他欧元区国家和金融市场一头

雾水， 他们担心一旦萨科齐下台，

已经达成的欧元区债务解决方案可

能要推倒重来。

有分析人士预计， 法国总统选举

期间， 市场投机行为可能会增多， 造

成股市和欧元震荡走低。 无论谁当

选， 对欧元可能都不是好消息。

金融大鳄索罗斯日前在接受法国

媒体采访时称， “我已经退休了， 如

果我现在还是一个积极的投资者， 在

欧洲改变领导人或改变政策之前， 我

会做空欧元。” 索罗斯直言不讳地指

出， 法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欧洲的

政策显然还掌握在德国手中。 如果奥

朗德胜出， 他将很难跟从德国前行，

市场对法国的质疑可能令金融市场受

到冲击。

图为法国总统大选两大热门候选人奥朗德（上）和萨科齐（下）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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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

重要提示

1、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翠微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7,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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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32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简称为 “翠微股份” ， 股票代码为

“603123” 。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总量为7, 700万

股。 其中，网下发行1, 5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 ；网上发行6, 1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80% 。

3、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情况，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

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投资者反馈及市场环境等因素，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00 元 /股。 本公告披露

了本次网下发行的配售结果，并披露了本次发行定价的相关信息，包括：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

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以及所有配售对象初步询价阶

段的报价明细等统计数据。

4、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T日）结束。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报价不低

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 8.50 元 /股的 18 家询价对象管理的 34 家配售对象全部参与了网下申购， 并按

照 2012 年 4 月 18 日公布的《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下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公告》”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缴付申购资金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网下发行过程已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

见书。

5、达到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并满足《网下发行公告》要求的配售对象为 31 个，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公告》的配售原则进行配售；另外 3 个申购价格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配售对

象未获得配售。

6、根据 2012 年 4 月 18 日（T-1 日）公布的《网下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网下发

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

、

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 10 月修订）及相关法规的要

求，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单对网下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根据网下申购以及申购资金到账情况，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 初步询价提供有效报价的 18 家询价对象管理的 34 家配售对象全部参与了网下申购，并

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为有效申购。 网下冻结资金总额为 264, 260 万元。 其中达到发行价格 9.00 元

/股并满足《网下发行公告》要求的为 31 家配售对象，对应的有效申购总量为 28, 040 万股，有效申购

资金总额为 252, 360 万元，网下配售比例为 5.49215406% ，认购倍数为 18.21 倍。 有 3 家配售对象的

申购价格低于本次发行价格，未获得配售。

二

、

发行价格及确定依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情况，并参考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

水平、投资者反馈及市场环境等因素，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00 元 /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

为：

1、21.43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2、28.13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发行后总股数按本

次发行 7, 700 万股计算为 30, 800 万股）。

三

、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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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 909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6, 765, 053, 000 股。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网上冻结资金量为 60, 885, 477, 000 元，

网上发行股数为 6, 160 万股，网上中签率为 0.91056197%。

本次网上发行配号总数为 6, 765, 053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1-16765053。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锁定期。

四

、

网下配售结果

根据网下申购及申购资金到账情况，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见证、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验，本次网下有 31 个配售对象获得配售，对应的有效申购股数为 28, 040 万股，有效申购资金总

额为 252, 360 万元， 网下最终配售股数为 1, 540 万股， 网下配售比例为 5.49215406% ， 认购倍数为

18.21 倍。

本次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3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根据《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

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网下所有获配投资者名单、有效申购数及获配数量情况列示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股） 获配股数（股）

1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3, 200, 000 724, 964

2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 沪

10, 000, 000 549, 215

3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9L－

FH002 沪

10, 000, 000 549, 215

4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019L－

FH001 沪

10, 000, 000 549, 215

5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10, 000, 000 549, 215

6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体万能 10, 000, 000 549, 215

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泰－稳健增值投资产品 10, 000, 000 549, 215

8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江苏中行新股申购信托项目

<1 期 >

4, 400, 000 241, 654

9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 400, 000 241, 654

10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5, 400, 000 845, 808

11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 400, 000 241, 654

1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000, 000 659, 058

13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000, 000 164, 764

1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400, 000 241, 654

1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2, 200, 000 120, 827

16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15, 400, 000 845, 791

17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400, 000 845, 791

18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0, 000 659, 058

1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12, 000, 000 659, 058

20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0, 000 549, 215

21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9, 200, 000 505, 278

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12, 000, 000 659, 058

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4, 400, 000 241, 654

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 400, 000 845, 791

25 华安－浦发－华安理财 1 号稳定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 400, 000 241, 654

26

光大证券－光大－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一期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3, 600, 000 197, 717

2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 200, 000 834, 807

2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 000, 000 329, 529

2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 400, 000 845, 791

3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4, 400, 000 241, 654

31 宏源证券－建行－宏源 3 号红利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 200, 000 120, 827

合计 280, 400, 000 15, 400, 000

注：上表内的“获配数量”是以本次发行网下配售中的最终配售比例为基础，再根据《网下发行公

告》规定的零股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另外 3 个申购价格低于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未获得配售。

五

、

网下初步询价的报价情况

1、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元）

申购数量

（万股）

1 华安证券

华安理财 1 号稳定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5

年 6 月 22 日）

8.74 220

2 昆仑信托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7.8 740

3 昆仑信托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8.6 800

4 鹏华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7 500

5 鹏华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7 300

6 鹏华基金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 800

7 鹏华基金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 800

8 鹏华基金 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 300

9 华宸信托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7.5 220

10 华宸信托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6.8 220

11 兴业基金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1 760

12 兴业基金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5 760

13 兴业基金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99 760

14 兴业基金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1 760

15 中国人保资产 中国人保资产安心收益投资产品 5 500

16 光大保德信基金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220

17 光大保德信基金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220

18 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5 220

19 南方基金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8 300

20 南方基金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760

21 南方基金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 800

22 南方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10 460

23 建信基金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5 800

24 嘉实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7.4 1000

25 嘉实基金 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4 220

26 嘉实基金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4 220

27 光大证券 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 360

28 中国电力财务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8.1 780

29 东北证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5 300

30 东北证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8 400

31 渤海证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8 660

32 渤海证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8.1 220

33 渤海证券

滨海一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2016 年 2 月 14 日)

6 220

34 工银瑞信基金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7 800

35 工银瑞信基金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7 800

36 富国基金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8.55 800

37 华泰资产

受托管理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7.5 1540

38 上海证大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江苏中行新股申购信托

项目 <1 期 >

8.8 220

39 中海基金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2 220

40 华富基金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5 300

41 华富基金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5 300

42 华富基金 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5 300

43 国联证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8.8 440

44 山西证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9 300

45 山西证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8 300

46 平安证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8.8 220

47 中银基金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9 800

48 中银基金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 800

49 中银基金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500

50 中银基金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800

51 中银基金 中银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300

52 中银基金 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800

53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8.52 660

54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7.1 880

55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8.52 660

56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7.1 880

57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

体分红

8.52 660

58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

体分红

7.1 880

59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

险万能

8.52 660

60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

险万能

7.1 880

61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

体万能

8.52 660

62 泰康资产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

体万能

7.1 880

63 泰康资产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泰—稳健增值投

资产品

8.52 660

64 泰康资产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泰—稳健增值投

资产品

7.1 880

65 东航财务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8 220

66 东航财务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8.5 220

67 华夏基金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4 780

68 华夏基金 华夏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4 220

69 中信基金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4 780

70 招商基金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9 220

71 招商基金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600

72 招商基金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220

73 招商基金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760

74 招商基金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220

75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8 440

76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8.7 660

77 泰康资产 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03 号企业年金计划 7 800

78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8.6 600

79 宏源证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7 300

80 宏源证券

宏源 3 号红利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2016 年 3 月 17 日）

8.5 220

合计 43, 640

2、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中信建投证券分析师出具的《翠微股份投资价值研究报告》中综合相对估值和 DCF 估值模型，并

考虑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未来成长性，认为翠微股份 A 股合理投资区间为 8.74 元 /股—9.71 元 /股。

本次发行累计投标询价截止日 2012 年 4 月 19 日（T 日）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 2010 年平均市盈率

25.99 倍（剔除异常值）

发行人

：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23

日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网上资金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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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公告

》，

发

行人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Ｔ＋２

日

）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

四层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网上资金申购发行中签摇号仪

式

。

摇号仪式在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下进行

，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

方公证处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７８

末

“

３

”

位数

１１４

，

３１４

，

５１４

，

７１４

，

９１４

末

“

５

”

位数

５６８１１

，

０６８１１

，

５４４５２

末

“

６

”

位数

２７７１６６

，

４０２１６６

，

５２７１６６

，

６５２１６６

，

７７７１６６

，

９０２１６６

，

１５２１６６

，

０２７１６６

末

“

７

”

位数

３６７１５２３

，

１８５１４８９

，

１００６８３５

凡在网上申购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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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

，

３０５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

发行人：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８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０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将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即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６％

；网上发行数量不超过

６９

，

３７０

，

０００

股，即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８０．０４％

。

为便于

Ａ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

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２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星期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３

、参加人员：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

员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

摘要》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发行人：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