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保荐机构” ）

作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或“公司” ）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长江证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申请

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本次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限售股份发行及变动情况

2016年2月17日，长江证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0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8,

700万股新股。

2016年7月，公司向包括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鄂西生态

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和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9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价格为10.5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8,310,72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42,124,033.61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

额为8,268,595,966.39元。本次发行股份于2016年8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期为12个

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及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

1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6,704,545 809,999,995.20 12个月

2 湖北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200,000,000 2,112,000,000.00 12个月

3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 2,112,000,000.00 12个月

4 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56,000,000.00 12个月

5 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56,000,000.00 12个月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393,900 415,999,584.00 12个月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636,364 408,000,003.84 12个月

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409,090 299,999,990.40 12个月

9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56,101 40,720,426.56 12个月

合计 787,000,000 8,310,720,000.00

二、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8月1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8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3%；

3、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共计9名。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可流通股数

占公司可流通股

的比例

剩余限

售股数

量（股）

1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76,704,545 76,704,545 1.39% 1.62% 0

2

湖北省中小企业金融服

务中心有限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3.62% 4.22% 0

3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3.62% 4.22% 0

4

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1.81% 2.11% 0

5

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

游圈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1.81% 2.11% 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393,900 39,393,900 0.71% 0.83% 0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636,364 38,636,364 0.70% 0.81% 0

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409,090 28,409,090 0.51% 0.60% 0

9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56,101 3,856,101 0.07% 0.08% 0

合计 787,000,000 787,000,000 14.23% 16.60% 0

经联席保荐机构核查，上述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情况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履行情况

湖北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武汉地

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

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对长江证券2016年非公开发

行过程中认购的长江证券股

票进行锁定处理，锁定期自长

江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起满十二个月

2016年8月1日 12个月

承诺期限内相关

承诺人未出现违

反承诺情形

经联席保荐机构核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承诺。

四、 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不存在对该等

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五、 关于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后续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所持股份系通过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后续减持相应

股份需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相关业务办理指南》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履行相关

义务。

六、 联席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联席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长江证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股份

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长江证券关于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联席保荐机构对长江证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郁韡君 刘 枫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6日

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 伟 乔 端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000783� � � �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17-049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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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8月1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8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3%；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在上市流通日后需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相关业务办

理指南》中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行为的相关规定。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6年2月17日，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 、“公司” ）收到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0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8,700万股新股。

2016年7月，公司向包括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鄂西生态

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和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9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787,000,000股，发行

价格为10.5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8,310,72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42,124,033.61元后，公司

募集资金净额为8,268,595,966.39元。本次发行股份于2016年8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

售期为12个月。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情况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履行情况

湖北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鄂西

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和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2016年非公开发

行过程中认购的长江证

券股票进行锁定处理，锁

定期自长江证券本次非

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

首日起满十二个月

2016年8月1日 12个月

承诺期限内相

关承诺人未出

现违反承诺情

形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8月1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8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3%；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共计9名。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本次可流通股数

占公司可流通股

的比例

1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76,704,545 76,704,545 1.39% 1.62%

2

湖北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中心有限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3.62% 4.22%

3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3.62% 4.22%

4

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1.81% 2.11%

5

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

圈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1.81% 2.11%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393,900 39,393,900 0.71% 0.83%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636,364 38,636,364 0.70% 0.81%

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409,090 28,409,090 0.51% 0.60%

9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56,101 3,856,101 0.07% 0.08%

合计 787,000,000 787,000,000 14.23% 16.60%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股份变动数

量（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87,075,465 14.23% -787,000,000 75,465 0.0014%

首发后限售股 787,000,000 14.23% -787,000,000 0 0.00%

高管锁定股 75,465 0.0014% 0 75,465 0.001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742,392,213 85.77% +787,000,000 5,529,392,213 99.9986%

三、股份总数 5,529,467,678 100.00% 0 5,529,467,678 100.00%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不存在对该等

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六、联席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保荐机构” ）

作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规定，对长江证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联席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长江证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股份

锁定承诺。长江证券关于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联席保

荐机构对长江证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联席保荐机构关于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858� � � �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17-078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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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的

通知于2017年7月21日发出。会议于2017年7月26日9时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监事7人，实

到7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吕宏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

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在保证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司拟增加

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9,99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

过目前的预计进度，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增加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9）。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603858� � �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17-079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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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9,99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 [2016]2385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6,980

万股（每股面值1元）。截至2016年11月14日止，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980万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00,424,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228,988,264.00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671,435,736.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1月14日全部到位，并经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XYZH/2016CDA30433号验资报告验证。

2016年11月23日，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山东康爱制药有限公司、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

司、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咸阳人民中路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

2016年12月13日，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山东康爱制药有限公司、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

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人民中路支行、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8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目前，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公司不存在到期未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已累计投资数额 投入进度（%）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心脑血管用药

生产基地新建、扩建项目

38,308.53 74.81 5,564.62

2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稳心系列

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11,944.86 31.89 631.86

3

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丹红生产基地

（注射液GMP车间改扩建）项目

2,756.06 10.69 48.05

4

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司妇科用药

生产基地二期项目

8,576.33 48.66 1,869.79

5

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建设

项目

29,598.53 40.91 20,146.96

6

冻干粉生产线、 水针生产线改造建设

项目

3,126.22 16.40 662.15

7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网络

扩建项目

0 0 138.63

8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ERP系统

建设项目

0 0 4,607.38

9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流动

资金

20,000.00 100 3.96

10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偿还银行

借款

80,000.00 100 14.98

合计 194,310.52 - 33,688.38

四、本次增加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

流动资金的需求，在保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着全

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公司拟增加人民币59,99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的预计进度，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

款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展。

本次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通过直接或间

接安排将上述募集资金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

交易。

五、本次增加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

管要求

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发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于2017年7月

26日13时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以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拟增加人民币59,990.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

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已对该事项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次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将上述募集资金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公司本次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

策程序，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

综上所述，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系公司此前购买的即将到期的理财产品的本金，共计人民币59,990.00万元，使用期限

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的预计进度，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将该部

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展。

（二）监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9,99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保荐机构意见

中信证券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详细核查，查阅

了董事会文件、监事会文件、独立董事意见等相关材料。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运营成本，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

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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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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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投资北京快方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7年4月18日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7-040、2017-041）。公司与北京快方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方科技” ）签订了《投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6月2日披露的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2）。

近日，快方科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密云分局下发的

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北京快方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西统路49号

法定代表人：高越

注册资本：239.777778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05月14日

营业期限:� 2014年05月14日至2044年05月13日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销售日用杂货、化妆品、五金、交电、第一类医疗器械、体育用品、办

公用文具、避孕器具、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医用

软件服务除外）；健康管理、健康咨询（不含诊疗活动）；医院管理；零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

抗生素、生化药品（三类所有可在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的药品）；销售食品；普通货运、货运专用

运输（冷藏保鲜）。（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零售中成药、化学

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三类所有可在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的药品）、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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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

法定代表人 杨宝林 联系人 吴忠超

电话 （0532）85022326 传真 （0532）85022605

网址 www.citicssd.com 客服电话 95548

(67)�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18层-21层及第04层01、02、03、

05、11、12、13、15、16、18、19、20、21、22、23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04、18层至21层

法定代表人 高涛 联系人 刘毅

电话 0755-82023442 传真 0755-82026539

网址 www.china-invs.cn 客服电话 400�600�8008

(68)�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199弄证大五道口广场1号楼21层

法定代表人 兰荣 联系人 夏中苏

电话 (0591)38281963 传真 (0591)38507538

网址 http://www.xyzq.com.cn 客服电话 95562

(69)�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22-24层

法定代表人 雷杰 联系人 郭军瑞

电话 （0731）85832503 传真 （0731）85832214

网址 www.foundersc.com 客服电话 95571

(70)�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14、16、17层

法定代表人 黄耀华 联系人 金夏

电话 (021)62821733 传真 (0755)83515567

网址 www.cgws.com 客服电话 4006666888、(0755)33680000

(7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 薛峰 联系人 刘晨、李芳芳

电话 （021）22169999 传真 （021）22169134

网址 www.ebscn.com 客服电话 4008888788、10108998

(72)�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19、20楼

法定代表人 邱三发 联系人 林洁茹

电话 020-88836999 传真 020-88836654

网址 www.gzs.com.cn 客服电话 （020）961303

(73)�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注册地址 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法定代表人 李福春 联系人 安岩岩

电话 (0431)85096517 传真 (0431)85096795

网址 www.nesc.cn 客服电话 95360

(7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198号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198号

法定代表人 李工 联系人 范超

电话 0551-65161821 传真 0551-65161672

网址 www.hazq.com 客服电话 96518、4008096518

(75)�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80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26楼

法定代表人 周晖 联系人 郭磊

电话 （0731）84403319 传真 （0731）84403439

网址 www.cfzq.com 客服电话 （0731）84403360

(76)�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艺路233号宏源大厦8楼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2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法定代表人 李季 联系人 唐岚

电话 010-88085258 传真 0991-2301802

网址 www.hysec.com 客服电话 4008-000-562

(77)�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 李玮 联系人 许曼华

电话 021-20315290

网址 www.zts.com.cn 客服电话 95538

(78)�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深圳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40-42层

法定代表人 姜昧军 联系人 方文

电话 （0755）83199599 传真 （0755）83199545

网址 www.csco.com.cn 客服电话 （0755）83199511

(79)�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法定代表人 刘学民 联系人 毛诗莉

电话 (0755)23838750 传真 (0755)25838701

网址 www.firstcapital.com.cn 客服电话 95358

(80)�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国际金融大厦A座41楼

法定代表人 杜航 联系人 戴蕾

电话 （0791）86768681 传真 （0791）86770178

网址 www.avicsec.com 客服电话 400-8866-567

(81)�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福州市五四路157号新天地大厦7、8层

办公地址 福州市五四路157号新天地大厦7至10层

法定代表人 黄金琳 联系人 张腾

电话 （0591）87383623 传真 （0591）87383610

网址 www.hfzq.com.cn 客服电话 （0591）96326

(82)�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办公地址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8层

法定代表人 毕明建 联系人 杨涵宇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85679203

网址 www.ciccs.com.cn 客服电话 400�910�1166

(83)�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三、四楼

注册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三、四楼

法定代表人 徐刚 联系人 彭莲

电话 0752-2119700 传真 0752-2119660

网址 www.lxsec.com 客服电话 95564

(84)�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 吴骏 联系人 杨洪飞

电话 0755-83007323 传真 0755-83007034

网址 www.ydsc.com.cn 客服电话 4000-188-688

(85)�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四川成都市人民南路2段18号川信大厦10楼

注册地址 四川成都市人民南路2段18号川信大厦11楼

法定代表人 吴玉明 联系人 刘进海

电话 028-86199278 传真 028-86199382

网址 www.hxzq.cn 客服电话 4008366366

(86)�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8楼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25、27、29号

法定代表人 陈太康 联系人 李天雨

电话 021-68757102 传真 021-68757102

网址 www.qh168.com.cn 客服电话 95531/4008888588

(87)�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杨泽柱 联系人 李良

电话 （027）65799999 传真 （027）85481900

网址 www.95579.com 客服电话 95579或4008-888-999

(88)�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联系人 张煜

电话 （023）63786141 传真 （023）6378212

网址 www.swsc.com.cn 客服电话 4008096096

(89)�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广州市中山二路18号电信广场36、37层

法定代表人 张建军 联系人 罗创斌

电话 （020）37865070 传真 020-22373718-1013

网址 www.wlzq.com.cn 客服电话 4008888133

(90)�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法定代表人 冯鹤年 联系人 赵明

电话 (010)85127766 传真 (010)85127917

网址 www.mszq.com 客服电话 400-619-8888

(91)�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42号写字楼101室

办公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8号

法定代表人 王春峰 联系人 蔡霆

电话 (022)28451991 传真 (022)28451892

网址 www.ewww.com.cn 客服电话 4006515988

(92)�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 侯巍 联系人 郭熠

电话 （0351）8686659 传真 （0351）8686619

网址 www.i618.com.cn 客服电话 400-666-1618

(93)�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 张志刚 联系人 尹旭航

电话 (010)63081493 传真 (010)63081344

网址 www.cindasc.com 客服电话 95321

(94)�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院1号楼15层1501

法定代表人 刘汝军 联系人 孙恺

电话 （010）83561149 传真 （010）83561094

网址 www.xsdzq.cn 客服电话 4006989898

(95)�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518048)

法定代表人 詹露阳 联系人 石静武

电话 021-38631117 传真 021-58991896

网址 http://www.pingan.com 客服电话 95511—8

(96)�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1号金源中心30楼

联系人 李荣

电话 (0769)22115712 传真 (0769)22115712

网址 www.dgzq.com.cn 客服电话 95328

(97)�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法定代表人 常喆 联系人 黄静

电话 （010）84183389 传真 (010)84183311-3389

网址 www.guodu.com 客服电话 400-818-8118

(98)�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层

法定代表人 赵俊 联系人 王一彦

电话 (021)20333333 传真 (021)50498825

网址 www.longone.com.cn 客服电话 95531;400-888-8588

(99)�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88�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88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4楼

法定代表人 曾小普 联系人 俞驰

电话 （0791）86285337 传真 （0791）86282293

网址 www.gsstock.com 客服电话 4008222111

(100)�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36号证券大厦4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17层

法定代表人 王作义 联系人 马贤清

电话 (0755)83025022 传真 (0755)83025625

网址 www.jyzq.cn 客服电话 400-8888-228

(101)�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232号信托大厦16-17楼

法定代表人 刘建武 联系人 梁承华

电话 (029)87416168 传真 (029)87406710

网址 www.westsecu.com 客服电话 95582

(102)�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财富中心

法定代表人 李晓安 联系人 李昕田

电话 （0931）4890208 传真 （0931）4890628

网址 www.hlzqgs.com 客服电话 （0931）96668、4006898888

(103)�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28层A01、B01(b)单元

法定代表人 俞洋 联系人 杨莉娟

电话 021-54967552 传真 021-54967032

网址 www.cfsc.com.cn 客服电话 021-32109999;029-68918888;4001099918

(104)�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西华强高新发展大楼7层、8层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西华强高新发展大楼7层、8层

法定代表人 黄扬录 联系人 罗艺琳

电话 0755-82570586 传真 0755-82960582

网址 www.zszq.com 客服电话 95329

(105)�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三路833号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56号

法定代表人 孙名扬 联系人 周俊

电话 0451-85863726 传真 0451-82337279

网址 www.jhzq.com.cn 客服电话 400-666-2288

(106)�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2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 王勇 联系人 林丹

电话 (0592)2079259 传真 (0592)2079602

网址 www.gwgsc.com 客服电话 400-0099-886

(107)�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600号32楼

法定代表人 宫龙云 联系人 陈敏

电话 （021）32229888 传真 021-�68728782

网址 www.ajzq.com 客服电话 （021）63340678

(108)�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保利广场A座37楼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2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 余磊 联系人 崔成

电话 027-87610052 传真 027-87618863

网址 www.tfzq.com 客服电话 4008005000

(109)�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8号富卓大厦A座7层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4栋10层 1006#

法定代表人 张彦 联系人 文雯

电话 010-83363101 传真 010-83363072

网址 8.jrj.com.cn 客服电话 400-118-1166

(110)�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18号黄龙时代广场B座6F

注册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1218号1幢202室

法定代表人 陈柏青 联系人 韩爱彬

电话 021-60897840 传真 0571-26697013

网址 http://www.fund123.cn/ 客服电话 4000-766-123

(111)�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11层1108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11层1108

法定代表人 王伟刚 联系人 丁向坤

电话 010-56282140 传真 010-62680827

网址 www.fundzone.cn 客服电话 400-619-9059

(112)�上海万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33号建工大厦8楼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3号11楼B座

法定代表人 王廷富 联系人 姜吉灵

电话 021-68882280 传真 021-68882281

客服电话 400-821-0203

(113)�凤凰金信(银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18号院 朝来高科技产业园18号楼

注册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寿路142号14层1402办公用房

法定代表人 程刚 联系人 张旭

电话 010-58160168 传真 010-58160173

网址 http://www.fengfd.com/ 客服电话 400-810-55919

(114)�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1号楼22层2603-06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1号楼22层2603-06

法定代表人 江卉 联系人 江卉

电话 4000988511 传真 010-89188000

网址 fund.jd.com 客服电话 400-088-8816

(115)�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SOHO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SOHO

法定代表人 钟斐斐 联系人 袁永姣

电话 010-61840688 传真 010-61840699

网址 https://danjuanapp.com/ 客服电话 4000-618-518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53层09-11单

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16层

法定代表人：邓红国

总经理：赵学军

电话：（010）65215588

传真：（010）65185678

联系人：彭鑫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及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联系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负责人：韩炯

联系人：黎明

经办律师：吕红、黎明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02号企业天地2号楼普华永道中心11楼

法定代表人：李丹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联系人：张勇

经办注册会计师：单峰、张勇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情况，对本

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1.�在“重要提示”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

的截止日期。

2.在“四、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3.在“五、基金的业绩”部分：基金业绩更新至2017年一季度末。

4.在“六、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5在“十七、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6.在“十九、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新增代销机构，并更新相关直销机构、代销机构

信息。

7.在“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列示了本基金自2016年12月14日至2017年

6月14日相关临时公告事项。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