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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一)发行数量:849,978 股
(二)发行价格:23.63 元/股
(三)募集资金总额:20,000,000 元
(四)募集资金净额: 17,408,301.89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849,978 股,将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
除权,股票上市首日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池驰,共计 1 名特定发行对象(以下简称“
发
行对象”),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
特定含义:
普利特、本公司、公司、发行人

指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４９，９７８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的
行为

募集资金

指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董事会

指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东北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ＲＥ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ＣＯ．， ＬＴＤ．

证券简称：

普利特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周文

董事会秘书：

储民宏

注册资本：

２７，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４２１ 弄 ２０ 号 ２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５５８ 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上市日期：

２００９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电话：

０２１－６９２１００９６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６８５２５５

邮编：

２０１７０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ｐｒｅｔ．ｃｏｍ．ｃｎ

公司邮箱：

ｄｓｈ＠ｐｒｅｔ．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电子材料、高分子材料、橡塑材料及制品，销售汽车配件、计算机及软件、机电
设备、环保设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在化工材料专业领域内的“
四技”服务，从事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先进高分子材料和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 公司致力于通用塑料工程化、工程塑料特种化、特种塑
料产业化、材料研用环保化发展方向,主要产品包括改性聚烯烃材料(改性
PP)、改性 ABS 材料、改性聚碳酸脂合金材料(改性 PC 合金)、改性尼龙材料
(改性 PA)、液晶高分子材料(TLCP)、环保 PET 材料等。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批准情况
2016 年 6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关于本次非
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董事、高级
案》、《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作出的承诺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6 年 6 月 13 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周文先生以书面形式提
交的《
关于增加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提案》。 为了使本
次非公开发行定价更趋于市场化,周文先生提议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定价
方式,并相应调整发行方案,提请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修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订稿)的议案》。
2016 年 6 月 14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增加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议案》、《
关于取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
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案》、《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修订稿)的议案》等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6 年 6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出席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
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 (修订
稿)的议案》、《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
实履行作出的承诺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的议案。
2016 年 12 月 14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2016
《
关于调整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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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批准公司与特定对象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之解除协议>的议案》、《
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
出的承诺(修订稿)的议案》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前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的议案。
2017 年 1 月 18 日,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关
2017 年 6 月 2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于延长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
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7 年 6 月 15 日,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 926 号
核准。
2017 年 6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关于延长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数量的
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二)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17 年 11 月 23 日, 池驰向东北证券指定账户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出具了上会师报
字(2017)第 5518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7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16:00 止,东北证券在兴业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开设的指定缴款账户(账号:
5810 2010 0100 0046 00)已收到普利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共
计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017 年 11 月 23 日,东北证券在扣除发行人尚未支付的本次非公开发
行承销保荐费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拨至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A16392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止 2017 年 11 月 23 日,公司
已收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上海华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 800009597481 的账户人民币 18,000,000.00 元。 公
司收到 18,000,000.00 元(已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2,000,000.00 元),减除
公司为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所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747,200.00 元,加
上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 155,501.89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
408,301.89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849,978.00 元,资本溢价人
民币 16,558,323.89 元计入资本公积,新增实收资本(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
的 100%。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7 年 12 月 11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所认股份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可上市流
通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11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 1 元。
(二)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23.6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6 月 13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也称定价区间, 为 2016 年 4 月 29 日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 由于公司在 2016 年 5 月 20 日按每 10 股派息 1.00 元
进行了除权除息, 因此在计算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时,
公司首先对 2016 年 4 月 29 日至 2016 年 5 月 19 日除权除息前 14 个交易
日的成交金额进行了复权处理, 再与 2016 年 5 月 20 日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除权除息后的成交金额求和, 再按上述公式算出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的均价。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并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实施完毕,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23.53 元/股。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849,978 股。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符合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7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相关决议,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926 号)关于本次发行股票数
量的规定。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五)发行对象、认购金额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特定对象为池驰先生。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20,000,000.00 元,发行股份数量为 849,978 股,认购对象均以人民币现
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１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
元）

池驰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合 计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限售期安排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对象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
权关系
是

上海上熙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５．１１ 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是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０８ 至今

监事

是

(2)池驰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次发行预案公告日,池驰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
人

主要业务

池驰

信息、计算机软硬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开发、
设计、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

(3)池驰先生最近 5 年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的说明
池驰先生最近 5 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4)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池驰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前,
池驰先生并非本公司的关联方,未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也不会
导致池驰先生与本公司之间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5)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内池驰先生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
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告前 24 个月内, 池驰先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
重大交易。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保荐代表人:吕晓斌、赵明
项目协办人:卢金硕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8 号恒奥中心 D 座 5 层
联系电话:010-63210629
传
真:010-68573837
(二)律师事务所
名
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童楠
经办律师:陈洁、沈寅炳、李夏凡
办公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 1090 号斯米克大厦 19 楼
联系电话:021-58358014
传
真:021-58358012
(三)审计机构
名
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朱建弟
签字会计师:唐国骏、冯晨晨、孙丞润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联系电话:021-23280753
传
真:021-63392558
(四)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签字会计师:唐国骏、冯晨晨
联系电话:021-23280753
联系传真:021-63392558
第二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
持股数量
（
股）

持股比例（
％）

１

周文

１３８，８５２，０００

５１．４３

２

郭艺群

１１，７５４，０００

４．３５

３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７，８７０，０００

２．９１

股东名称

卜海山

３，０３７，５００

１．１３

５

周武

２，９４５，７００

１．０９

６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信托·恒利丰 ２０７ 号单
一资金信托

２，１９３，４２０

０．８１

７

吴滨

２，１４４，２６５

０．７９

８

上海翼鹏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９１，６６１

０．７７

９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７６７，７４３

０．６５

１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聚鑫 １１ 号资金信托

１，７１７，３４５

０．６４

１７４，３７３，６３４

６４．５７

合计

序号
周文

２

郭艺群

３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４

５１．８２

１１，７５４，０００

４．３４

７，８７０，０００

２．９１

卜海山

３，０３７，５００

１．１２

５

周武

２，９４５，７００

１．０９

６

上海翼鹏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７７，３３５

０．９５

７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信托·恒利丰 ２０７ 号单
一资金信托

２，３１０，４２０

０．８５

８

吴滨

２，１４４，２６５

０．７９

９

张祥福

１，６４８，９３７

１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合计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二)关于增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累积投票),该议案项下的子议案包

根据《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本议案在累积投票制下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有效表决

1. 会议召开时间

权总票数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乘以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数,即共计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 年 12 月 7 日下午 14:30。

7,228,998,008 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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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17 年 12 月

王辉获 3,614,488,494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9997%;

7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

苏刚获 3,614,488,494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9.9997%。
经过本次会议选举,王辉、苏刚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同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5.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明海先生。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议案序号和名称

分类

股数（
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
6. 会议的召开符合《
会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一、 关于境外附属公司中泛
控股有 限公司为中 泛国际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融资 提
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股东合计 36,859 名。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8 名,代表股份 3,614,499,004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605%,其中:
1.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4 名,代表股份 3,614,220,39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551%。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 名,代表股份 278,6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54%。

３，６１４，４９４，９０４

反对
比例
（
％）
９９．９９９９

股数（
股）

４，１００

表决
结果

弃权
比例（
％）

股数（
股）

０．０００１

比例（
％）

０

０．００００

通过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 ２，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

议案序号和名称
二、关于增补公
司第九届监 事
会股东代 表 监
事的议案

分类

获得表决权数合计

比例（
％）

表决结果

关于增补王辉为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３，６１４，４８８，４９４

９９．９９９７

当选

关于增补苏刚为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

３，６１４，４８８，４９４

９９．９９９７

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宋彦妍、韩骐瞳。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人)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1 名,代表股份 6,126,3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数的 0.1179%。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宋彦妍、韩骐瞳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特此公告。

(一) 关于境外附属公司中泛控股有限公司为中泛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项目
每股净资产

基本每股收益

期间

发行前

发行后

２０１６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８６

７．９０

２０１７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８．２７

８．３１

２０１６年度

１．０３

１．０３

２０１７年 １－９ 月

０．５９

０．５９

注: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按照 2016 年末及 2017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 2016
年末及 2017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后的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按照 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除以本次发行前后总股本计算。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详见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第四节 募集资金用途及相关管理措施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17 年 11 月 23 日, 池驰向东北证券指定账户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出具了上会师报
字(2017)第 5518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7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16:00 止,东北证券在兴业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开设的指定缴款账户(账号:
5810 2010 0100 0046 00)已收到普利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共
计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017 年 11 月 23 日,东北证券在扣除发行人尚未支付的本次非公开发
行承销保荐费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拨至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A16392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止 2017 年 11 月 23 日,公司
已收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上海华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 800009597481 的账户人民币 18,000,000.00 元。 公
司收到 18,000,000.00 元(已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2,000,000.00 元),减除
公司为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所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747,200.00 元,加
上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 155,501.89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
408,301.89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849,978.00 元,资本溢价人
民币 16,558,323.89 元计入资本公积,新增实收资本(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
的 1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款项收到后将用于:
序号

项目内容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１

高性能环保型塑料复合材料生产项目

４９，３８４．０８

２，０００．００

４９，３８４．０８

２，０００．００

０．６１

１，６１０，０４３

０．５９

１７６，２４２，０００

６５．０７

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
到位后予以置换。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
解决。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
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相关措施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严格遵循《
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
保专款专用。 发行人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
另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保荐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普利特与东北证券签署了《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发行人)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之保荐协议》,聘请东北证
券作为普利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
荐期间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东北证券
指定吕晓斌、赵明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普利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基金
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括: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持股比例（
％）

１４０，３４３，８００

本项议案为特别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持股数量
股）
（

股东名称

１

注:上述数据按本次非公开发行 849,978 股进行计算,交易前的数据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股本结构。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规模均有所提高,公司资产负
债率将相应下降, 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 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进一步改
善,本次发行将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高性能环保型塑料复合材料生产项
目。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未来公司整体战略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
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募投项目建成投产后,能够进一步扩大公司改性材
料的产能,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和总体运营能力,对于扩大公司
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提升公司行业地位都将产生积极影响,符
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继续按照《
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持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切实
维护广大投资者和公司的利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
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
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
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
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情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 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相应持股比例将随着
总股本的增加而有所下降。
七、本次发行后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
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八、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周文先生,持有公司 51.43%
的股权。 本次发行后,周文先生将持有公司 51.27%的股权,仍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九、本次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849,978 股。 以 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9 月财务
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公司本次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合 计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1. 关于增补王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室。

１００．００

项目经理

2. 关于增补苏刚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2. 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C 座 4 层第 5 会议

２７０，８４９，９７８

２０１６．０２ 至今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年 12 月 6 日 15:00 至 2017 年 12 月 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８４９，９７８

上海熊猫机械（
集团）有
限公司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００．００

任职起讫时间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一、重要提示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任职单位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三、股份总数

男

公告编号:2017-136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５８．７８

－

最近五年主要职业和职务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４１．２２

８４９，９７８

中国

(六)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11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七)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八)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的公司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全体股
东按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九)募集资金情况及用途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2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及
保荐费、律师费、审计费、验资费等)2,591,698.11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7,408,301.89 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49,978.00 元,新增资本公积
人民币 16,558,323.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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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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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４８９，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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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南丹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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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姓名

注册资本
（
万元）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３６

住所

公司名称

本次变动股份
股）
数量（

锁定期（
月）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池驰
(1)基本情况

上海上熙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比例（
％）

８４９，９７８
合计

编号

股份数量（
股）

发行股份（
股）

池驰

１

本次发行前

股份类别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
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证监
会公告[2017]第 13 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
值指数的通知》（
中基协发[2013]13 号）的有关规定，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
司"） 与基金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决定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 神州数码"（
证券代码：
000034）进行估值调整，自 2017 年 12 月 7 日起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基金的申购、赎回价
格均以估值方法调整后当日计算的基金资产份额净值为准。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采用按市场价格进行估
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之汇利 A 和汇利 B
终止上市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
报》和基金管理人官方网站发布了《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之汇利 A 和汇利 B 终止上市交易的公告》，为保障投资者利益，现发布富国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汇利 A 和汇利 B 终止上市交易
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富
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
则》、《
关于准予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
关于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
1926 号）和《
议生效的公告》等的有关规定，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终止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汇利 A 和汇利 B 的上市交易，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终止上市通
知书》深证上[2017]792 号）。 现将汇利 A 和汇利 B 终止上市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终止上市基金的基本信息
1、基金名称：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汇利 A
场内简称：汇利 A
基金代码：150020
2、基金名称：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汇利 B
场内简称：汇利 B
基金代码：150021
3、终止上市日：2017 年 12 月 11 日
二、基金终止上市的主要内容
本基金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 日 17：00 期间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以下简称"大会"），大会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表决通过了《
关于富国汇
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合同等有关事项的议案》（
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议
案"）。大会决议自 2017 年 12 月 4 日起生效，表决结果的具体内容详见基金管理人于 2017 年
关于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
12 月 5 日发布的 《
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本次会议议案的相关安排，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汇利 A 和汇利 B 终止上市， 现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
终止上市通知书》 深证上
[2017]792 号）。
三、《
富国汇利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
根据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会议议案， 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开放期结束之日的次日 （
富国汇利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
2017 年 12 月 11 日）《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
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同时失

的保荐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发行上市期间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持续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
日起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东北证券认为: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
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上海普
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东北
证券愿意推荐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保荐机构关于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上海普利特
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法
合规,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关于核准上海
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
926 号)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
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等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核
准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最
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
者募集的情形。
四、律师关于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律师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
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对象、发行过程符合《
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发行过
程中的法律文书内容与形式符合《
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已履行本阶段必要的法律程
序,发行人尚需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以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六节 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 849,978 股,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市日为 2017 年 12 月 11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股
票价格在 2017 年 12 月 11 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对象池驰认购的股票自 2017 年 12 月 11 日起锁定期为 36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11 日(非交易日顺延)。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
(一)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保荐书》。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
(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报告》。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
(三)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法律意见》。
(四)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一)查阅时间
工作日: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 9:00-11:30,13:30-17:00。
(二)查阅地点
1、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558 号
电话:021-69210096
传真:021-51685255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8 号恒奥中心 D 座 5 层
电话:010-63210629
传真:010-68573837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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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
发行人”)非
公开发行股票(简称“
本次发行”)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对象承诺:其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保荐人承诺
保荐人已对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
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 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本次非公开新增
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
盾。 本所及签字律师对非公开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内容无异议,确认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
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机构承诺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本次
非公开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报
告不存在矛盾。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非公开新增股份变动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财务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新增股份变
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验资机构承诺
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本次
非公开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验资机构出具的报
告不存在矛盾。 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非公开新增股份变动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验资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新增股份变
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2 月 7 日

效，具体见基金管理人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发布的《
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转型提示性公告》。
根据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会议议案， 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在开放期最后一日（
富国汇利回
2017 年 12 月 8 日）出现以下两种情形之一的，《
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将于次日（
富国汇利
2017 年 12 月 11 日）终止并根据《
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二十二部分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并不再实
施转型：
（
1）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
（
2） 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净申购的基金份额对应的资产净值或减去当日净赎回的基
金份额对应的资产净值低于 2 亿元。
《
富国汇利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的基金名
称将由"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富国汇利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注意事项
富国汇利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在符合法律法
1、《
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有关规定，申请富国汇利
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上市交易。
2、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
www.fullgoal.com.cn） 或拨打客服电话 95105686，
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4008880688（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8 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参加农业银行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协商一致，现决定通过农业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富国
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100032）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内容
2017 年 12 月 8 日当日，凡通过农业银行申购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投资者，享受基金申购手续费率 1 折优惠。 原基金申购费率按笔收取固定费用的不再享有费
率优惠。
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
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二、重要提示
1、本次费率优惠不包括本基金的后端份额申购以及定期定额投资。
2、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
农业银行的有关公告。
三、业务咨询
1、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99
公司网站： www.abchina.com
2、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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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