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申购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一致，于2017年2月23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的申购及定投费率

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700001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700002 平安大华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3 700003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700004 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700005 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6 002304 平安大华安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002282 平安大华安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活动时间

自2017年2月23日开始，本公司在交通银行销售的基金将按照新的申购费优惠标准执行，活动结束时间以交通银行

通知为准，届时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活动内容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或定投上述开放式基金，可享受基金申购与定投费率1折

优惠；原费率为固定金额的，按原费率执行。

上述适用基金费率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

的后端模式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手续费。“前端模式申购” 是指申购基金时就需要支付

申购费的购买方式。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交通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2、若本公司和交通银行增加或减少本优惠活动的适用基金，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3、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事宜，敬请投资者留意交通银行的有关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9

公司网址：www.bankcomm.com

2、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公司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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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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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17年2月23日在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南玻集团新

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2月2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

到董事7名，董事程细宝因出差委托董事叶伟青出席会议并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同意聘任潘永红先生为南玻集团首席执行官（CEO），待任命生效后，董事长

陈琳女士将不再代为履行首席执行官职责。

同时，董事会同意聘任卢文辉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裁、李卫南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南玻集团《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三、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南玻集团《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潘永红：男，48岁，硕士。历任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卢文辉：男，54岁，本科，高级工程师。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浮法玻璃事业部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兼工程及汽车

玻璃事业部总经理、总经济师兼企业营运部经理、太阳能事业部副总裁、本公司副总裁兼精细玻璃事业部总裁，深圳南

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李卫南：男，55岁，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本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运营部经理，本公司总裁助理兼东莞南玻太阳

能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执行副总

裁兼太阳能事业部总裁及电子玻璃与显示器件事业部总裁。截至目前，李卫南先生持有“南玻A” 股份300,000股。

以上人员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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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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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概述

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使用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公司资金利用率及综合竞争力，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自有资金使用计

划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期限不超过一年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最高额度不超过

（含）人民币5亿元（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

本次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不涉及关联交易，在董事会的审议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

二、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二）交易对手

本次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交易对方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的银行等金融机构。

（三）投资标的

公司选择理财产品的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一年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四）投资额度

最高额度不超过（含）人民币5亿元，资金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

三、本年累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日前，公司不存在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将以确保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为前提，不会影响公司资金

流动性和安全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投资回报。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确保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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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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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担保的议案》。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四川南玻节能玻璃有限

公司以及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在深圳前海联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合计金额为人民币50,000万元的为期1年的

保理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8月1日

注册地点：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南玻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卫南

注册资本：146,798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高纯度硅材料产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591,060,641 3,532,887,65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00,857,378 1,053,245,382

2016年1-9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1,127,549,062.09 1,115,325,052

营业利润 175,459,190.76 57,300,272

净利润 154,060,353 61,374,530

2、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10月27日

注册地点：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庞金路

法定代表人：胡勇

注册资本：3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玻璃深加工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72,148,240 661,236,608

所有者权益合计 451,781,854 483,705,299

2016年1-9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461,432,112 634,214,675

营业利润 54,884,108 104,043,355

净利润 47,818,381 88,602,029

3、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9月28日

注册地点：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潘龙路88号

法定代表人：张柏忠

注册资本：56,50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种特种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635,802,548 1,755,199,698

所有者权益合计 721,596,540 676,185,837

2016年1-9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1,084,664,714 1,259,887,147

营业利润 178,593,681 28,463,092

净利润 155,014,826 32,868,939

4、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9月26日

注册地点：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泉丰路12号

法定代表人：胡勇

注册资本：33,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玻璃深加工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85,607,338 677,056,22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2,746,850 516,761,705

2016年1-9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420,487,840 567,222,943

营业利润 18,996,525 58,312,346

净利润 19,985,145 57,443,642

5、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26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张柏忠

注册资本：48,000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太阳能玻璃产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230,915�,979 1,263,513,327

所有者权益合计 701,278,839 605,877,947

2016年1-9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750,310,298 857,006,243

营业利润 140,344,726 71,115,703

净利润 127,400,893 61,192,450

6、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2月23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李卫南

注册资本：51,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太阳能电池及组件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34,746,024 835,869,9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6,714,909 340,006,598

2016年1-9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702,961,923 640,356,733

营业利润 52,616,215 14,506,112

净利润 46,708,311 21,216,068

7、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25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24,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玻璃深加工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61,555,263 840,655,2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414,341,358 438,561,619

2016年1-9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639,934,803.81 848,932,269

营业利润 73,902,278.69 124,922,564

净利润 67,779,738 111,138,107

8、四川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月06日

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公兴镇黄龙大道二段16号

法定代表人：胡勇

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销售各种特种玻璃及玻璃深加工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12,517,166 611,280,7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73,499,847 279,945,011

2016年1-9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356,784,092 493,953,525

营业利润 37,758,235 70,842,345

净利润 41,554,836 62,245,349

9、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3月18日

注册地点：湖北省咸宁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21,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玻璃深加工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27,747,706 631,954,86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74,990,688 287,256,328

2016年1-9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269,774,862 380,927,776

营业利润 25,439,319 68,676,705

净利润 46,094,103 64,844,159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对全资子公司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天津南玻节

能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四川南玻

节能玻璃有限公司以及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在深圳前海联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合计金额为人民币50,000万元

的为期1年的保理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公司开展保理业务，提高资金利用率及综合竞争力的需要，以上被担保的全资

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上述担保符合南玻集团整体利益。

2、上述子公司为公司百分之百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2016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发生额为人民币68,468万元，占2015年末归属母公司净资产787,431万

元的8.70%，占总资产1,548,960万元的4.42%。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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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3月2日下午14:50

②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3月1日～2017年3月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3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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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3月1日下午15:00至2017年3月2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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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会议出席对象：

①于股权登记日2017年2月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B股股东的最后交易日为2017年2月22日)。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②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南玻集团新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逐项审议《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1公司符合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

1.2�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及发行规模；

1.3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1.4债券期限及品种；

1.5债券利率及确定、还本付息方式；

1.6担保方式；

1.7发行方式；

1.8�募集资金用途；

1.9�偿债保障措施；

1.10�发行债券的上市；

1.11�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1.12�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1.13�决议的有效期。

以上议案经2017年2月1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参见于2017年2月14日公告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等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手续：

①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②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

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传真、信函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2、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三楼股证事务部（邮编：518067）。

3、登记时间：2017年3月1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

四、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及B股股东均可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五、其他事项

1、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及授权文件的原件。

2、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3、联系方式：

联系人：马丽梅、陈春燕

电话：（86）755-26860666

传真：（86）755-26860685

邮箱：securities@csgholding.com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及B股股东均可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012” ，投票简称为“南玻投票” 。

2. 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总议案 所有议案 100

议案1 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00

议案1中子议案① 公司符合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 1.01

议案1中子议案② 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及发行规模 1.02

议案1中子议案③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1.03

议案1中子议案④ 债券期限及品种 1.04

议案1中子议案⑤ 债券利率及确定、还本付息方式 1.05

议案1中子议案⑥ 担保方式 1.06

议案1中子议案⑦ 发行方式 1.07

议案1中子议案⑧ 募集资金用途 1.08

议案1中子议案⑨ 偿债保障措施 1.09

议案1中子议案⑩ 发行债券的上市 1.10

议案1中子议案? 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1.11

议案1中子议案?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1.12

议案1中子议案? 决议的有效期 1.13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以上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3月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7年3月 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 2017

年3月2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

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持股数：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1 公司符合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

1.2 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及发行规模

1.3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1.4 债券期限及品种

1.5 债券利率及确定、还本付息方式

1.6 担保方式

1.7 发行方式

1.8 募集资金用途

1.9 偿债保障措施

1.10 发行债券的上市

1.11 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1.12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1.13 决议的有效期

以上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请在意见下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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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日期：二○一七年月日

2017年 2 月 24日 星期五

A1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大千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大千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17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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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量为1,4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64.37%，网上初始发行量为77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5.63%。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7年2月27日（周一）14:00-17:00

2、路演网站：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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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大千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4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

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或 “寒锐钴

业”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3,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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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9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寒锐钴业于2017年2月23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寒锐钴业” A股1,20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7年2月2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2017年2月27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7年2月2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

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

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889,207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98,832,598,500股，配号总数为197,665,197个，配号

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9766519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南京寒锐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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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

236.04988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1,500万股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2,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0.0273189215%，有效申购倍数为3,660.46661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17年2月24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

工业区10栋2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17年2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4日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品宅配"、"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2,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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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6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7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1,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2.96%；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1,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7.04%，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4.35元/股。

尚品宅配于2017年2月23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尚品宅配"股票1,00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2017年2月2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17年2月

27日（T+2日）16:00前，按公告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7年2月27日（T+2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

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

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803,579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87,366,074,500股，配号总数为174,732,149个，配号起始号

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为00017473214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州尚品宅配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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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736.60745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股份的52.96%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2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43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3,

595.31171倍，中签率为0.02781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17年2月2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17年2月27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4日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

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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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3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2,5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不超过1,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不超过1,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2017年2月27日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17年2月27日（T-1日，周一）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

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和中国资本证

券网，网址www.ccstock.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本次发行股

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4日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牧高笛”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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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32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国泰

君安” ）协商确定本次 A 股发行数量为 1,669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 1,669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100%。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16.37 元 /股。

牧高笛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 （T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牧高笛” A股 1,669 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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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3,628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112,529,949,000股。 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483161%。 配号总数为 112,529,

949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12,529,948。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T+2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发行人经营情况、所处行业、

可比公司估值及拟募集资金额等因素，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37 元 /股。

投资者按此价格在 2017 年 2 月 23 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

金。 本次网上申购日为 2017 年 2 月 23 日（T日）9:30-11:30，13:00-15:00。

2、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3、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7 年 2 月 27 日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的股份数量上限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30%， 对应的股份数量上限为 500.70 万股，按

照发行价格 16.37 元 /股计算，对应的金额上限为 8196.46万元。

4、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5、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内不

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2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