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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

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

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

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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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

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保荐人承诺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

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

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

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释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普通术语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嘉美包装 指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招股意向书 指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

嘉美有限 指 滁州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嘉美包装前身）

中包香港 指

中国食品包装有限公司 （China �Food�Pa ckag ing �Incorp ora tion�

Limited），2007 年 8 月 30 日在香港设立

大众采购公司 指 Popu la r�p u rcha s e �Corp .

BVI 指 The�Brit i s h�V irg in�Is la nds , �B.V .I，英属维尔京群岛

PT�BVI 指

Prec iou s �Team�Limted，由陈民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在英属维尔

京群岛注册成立，原系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中包开曼的股东之一

GP�BVI 指

Grand�Proceeds �Limited， 由厉翠玲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在英属

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 原系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中包开曼的股东

之一

瓶罐控股 指

Can�Solu tions �Holding s �Limited，2012 年 11 月 23 日在香港注

册成立，系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包香港的母公司

City �Crew 指

City �Crew �Enterp ris e s �Limted，2006 年 7 月 7 日在英属维尔京

群岛注册成立，系发行人子公司福建冠盖原股东

中包开曼 指

CFP�Incorp ora ted，2013 年 5 月 8 日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 系公

司间接控股股东

G&Y�HK 指

G&Y（HK）Limited，2010 年 1 月 11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系发行

人子公司河南华冠原股东

Triumph�II�Inves tments 指

Triumph�II�Inves tments � (Ire land) �Limited， 为 The�Goldman�

Sa chs �Grou p , �Inc .的附属公司

上达资本 指

As cendent�Cap ita l �Pa rtners �I., �L.P.，一家在开曼群岛成立的有限

合伙企业

As cendent�Can 指

As cendent�Can （Cayman）Limited， 一家在开曼群岛成立的公

司，系上达资本下属全资附属公司

东方国际 指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2002 年 8 月 7 日在香

港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东方 指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Delig ht�Ace 指

Delig ht�Ace �Holding s �Inc .， 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公

司，并为中国东方的全资附属公司

Sma rt�Trend 指

Sma rt�Trend�Enterp ris e s �Inc .， 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

公司，并为中国东方的全资附属公司

富新投资 指 富新投资有限公司（Bril l ia nt�New �Inves tment�Limited）

东创投资 指 东创投资有限公司（E-Crea tive �Inves tment�Limited）

茅台建信 指 贵州茅台建信食品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中凯投资 指

中 凯 投 资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S ino� V ic tory � Inves tment�

Deve lopment�Limited）

鲁信投资、鲁灏涌信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鲁灏涌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同创中国 指

同创中国成长基金一期合伙企业 Cow in�China �Grow th�Fu nd�I., �

L.P.

滁州嘉冠 指 滁州嘉冠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滁州嘉华 指 滁州嘉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滁州嘉金 指 滁州嘉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雅智顺 指 雅智顺投资有限公司

孝感嘉美 指 孝感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河北嘉美 指 河北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永清嘉美 指 永清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衡水嘉美 指 衡水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鹰潭嘉美 指 鹰潭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临颍嘉美 指 临颍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河南华冠 指 河南华冠养元饮料有限公司

福建铭冠 指 福建铭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滁州泰普 指 滁州泰普饮料包装有限公司

福建冠盖 指 福建冠盖金属包装有限公司

四川华冠 指 四川华冠食品有限公司

简阳嘉美 指 简阳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湖北铭冠 指 铭冠（湖北）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成都华元 指 成都华元食品有限公司

北海金盟 指 广西北海金盟制罐股份有限公司

霸州金盟 指 霸州市胜威金盟商贸有限公司

孝感华冠 指 孝感华冠饮料有限公司

长沙嘉美 指 长沙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滁州华冠 指 滁州华冠饮料有限公司

嘉美电商 指 嘉美（滁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简阳嘉饮 指 简阳嘉饮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嘉美 指 佛山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成都华冠 指 成都华冠食品有限公司

滁州喝吧 指 滁州喝吧饮料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衡会计师、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机构

指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枫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国友大正、评估机构 指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昇兴股份 指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钢包装 指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包装 指 中粮包装控股有限公司

奥瑞金 指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滁州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股东会、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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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公司章程 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有效的发行人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草案） 指 发行人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 指 公司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行为

新股、A 股 指 本次发行的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的普通股

报告期 指 2016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 1-6 月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16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6 月 30 日

报告期末 指 2019年 6 月 30 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美元 指 美国法定货币美元

港元 指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港元

二、专业术语

马口铁 指

表面镀锡或镀铬、厚度一般在 0.14-0.8 毫米之间的金属薄片钢板，通常作包装

之用

涂印铁 指 经涂覆、印刷制成的马口铁，一般为金属包装的中间产品

三片罐 指

以金属薄板（通常为马口铁薄板）为材料经压接、粘接和电阻焊接加工成型的

罐型包装容器，由罐身、罐底和罐盖三部分组成，罐身有接缝、罐身与罐底和罐

盖卷封的包装容器。 常用于食品、饮料、干粉、化工产品、喷雾剂类产品的灌装

容器

二片罐 指

金属包装的一种，由罐身和罐盖两部分组成，罐身是将金属薄板，用冲床通过拉

伸变形后，使罐底罐身连成一体，通常为铝质，少量钢质，用于包装碳酸饮料、啤

酒和凉茶等产品

易拉盖 指

经冲压和切痕工序制成的铝盖，带有一个易拉环，通常用作盛装啤酒及软饮料

的罐的顶盖

易拉罐 指 金属饮料容器，主要材料为铝合金或马口铁

无菌纸包装 指

以食品专用纸板作为基料的包装系统，由聚乙烯、纸、铝箔等复合而成的纸质包

装

PET瓶 指

一种塑料容器，其中含一种叫做 polye thy lene �te rep htha la te（聚对苯二甲酸

乙二醇酯），或简称 PET 的塑料材质。 PET 塑料具质轻、透明度高、耐冲击不易

碎裂等特性，也可阻止二氧化碳气体，让汽水保持有“气”

BC罐 指

一种采用多次旋开盖技术的特殊金属罐，是一种新开发的饮料罐型，主要用于

单品价格较高的饮料，目前国内市场上应用范围较小，包括 ABC罐（一种采用

多次旋开盖技术的铝罐）、TBC罐（深冲拉拔覆膜铁金属旋口罐）

软饮料 指

酒精含量低于 0.5%（质量比）的天然的或人工配制的饮料，又称清凉饮料、无

醇饮料

养元饮品 指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国内知名饮料生产商，代表产品包括“六个

核桃” 等， 包括报告期内与公司发生交易的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河北养元” ）、河南养元饮品有限公司（简称“河南养元” ）、安徽滁州

养元饮品有限公司（简称“滁州养元” ）、江西鹰潭养元智汇饮品有限公司（简

称“鹰潭养元” ）的统称

喜多多 指

报告期内与公司发生交易的福建省泉州喜多多食品有限公司、 滁州喜多多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的统称

银鹭集团 指

报告期内与公司发生交易的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银鹭食品有限

公司、山东银鹭食品有限公司、安徽银鹭食品有限公司和湖北银鹭食品有限公

司的统称

伊利集团 指

报告期内与公司发生交易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887.SH）

及其子公司，包括济南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汇源集团 指

报告期内与公司发生交易的北京汇源集团开封有限公司、 衡水汇源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汇源三得利（上海）饮料有限公司、江苏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九

江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灵宝汇源金地杜仲产业有限公司、鲁中汇源食品饮

料有限公司、宁夏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达利集团 指

报告期内与公司发生交易的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山西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河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吉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河

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湖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江苏达利食品有限公司、马鞍

山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成都达利食品有限公司、陕西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甘肃

达利食品有限公司、云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泉州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南昌达

利食品有限公司、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统称

王老吉 指

指与公司发生交易的同属同一控制下的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广

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王老吉大寨饮品有限公司和广州白云山和黄大

健康产品有限公司的统称

南方黑芝麻 指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燕京啤酒 指

指与公司发生交易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燕

京啤酒内蒙古金川有限公司、燕京啤酒（莱州）有限公司、燕京啤酒(丰镇)有限

公司、燕京啤酒（赤峰）有限公司、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燕

京啤酒有限公司、燕京啤酒(昆明)有限公司、燕京啤酒(玉林)有限公司、燕京啤

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的统称

青岛啤酒 指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河北初元 指

河北初元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同一控制下的宁夏太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

冠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同福集团 指 同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统一实业 指

开曼统一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包括成都统一实业包装有限公司、

无锡统一实业包装有限公司、长沙统实包装有限公司

统一马口铁 指

开曼福建统一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包括江苏统一马口铁有限公司、福

建统一马口铁有限公司等

佛山宝润 指 佛山宝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胜威包装 指 霸州市胜威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弘博 指 天津市弘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粤浦项 指

香港中粤材料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包括与公司发生交易的中粤浦项 （秦皇

岛）马口铁工业有限公司和中山中粤马口铁工业有限公司

奥科宁克铝业 指 奥科宁克（秦皇岛）铝业有限公司（原名：美铝渤海铝业有限公司）

南山铝业 指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包括与公司发生交易的龙口南山铝

压延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云立 指 杭州云立轻化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鼎盛 指 福建鼎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珠海鼎立 指 珠海鼎立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惠尔康 指

厦门惠尔康食品有限公司、惠尔康东方（厦门）食品有限公司、武汉惠尔康食品

有限公司的统称

统一中国 指 统一企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对下列重大事项给予充分关注，并仔细阅读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第五节风险因素”部分的全部内容，并特别关注以下重要事项。

一、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减持价格和延长锁

定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中包香港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直接或间接持有发

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3、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

过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0%，两年合计

减持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0%。 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4、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如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则发行价格

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5、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时（且仍为合计持股 5%以上

的股东或公司董事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至少提前 15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积极配合发行人的信息披露工作。

6、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本方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发行的股份时，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 1%。

7、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方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时， 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8、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本方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时，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二）实际控制人陈民、厉翠玲承诺

实际控制人陈民、厉翠玲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直接或间接持有发

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3、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

过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0%，两年合计

减持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0%。 拟减持

发行人股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4、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如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则发行价格

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5、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时（且仍为合计持股 5%以上

的股东或公司董事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至少提前 15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积极配合发行人的信息披露工作。

6、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本方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发行的股份时，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 1%。

7、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方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时， 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8、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本方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时，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9、作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

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本公司股份，离职后半年至一年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本承诺函持续有效，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放弃履行前述承诺。 （上述第 9 条承诺仅对陈民适用）

10、发行人股东的股份锁定承诺符合相关规定，实际控制人陈民亲属陈

强通过滁州嘉金持有嘉美包装 0.07%股份。 滁州嘉金已承诺：“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实际控制人陈民亲属

陈强对相关承诺做如下补充：“在滁州嘉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股份锁定承诺期内，不间接转让本人通过该合伙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三）股东富新投资、东创投资、中凯投资、茅台建信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

过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0%，两年合计

减持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00%。 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3、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如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则发行价格

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4、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时（且仍为合计持股 5%以上

的股东或公司董事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至少提前 15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

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积极配合发行人的信息披露工作。

5、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本方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发行的股份时，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 1%。

6、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方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时，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7、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本方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时，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四）股东同创中国、鲁信投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

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五）股东滁州嘉冠、滁州嘉华、滁州嘉金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六）股东许庆纯、朱凤玉、李朝辉、张丰平、张元岐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七）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在滁州嘉冠、滁州嘉华或滁州嘉金的股份锁定承诺期内（即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间接转让本人通过前述合伙企业所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二、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进一步明确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

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措施，公司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

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的相关要求，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具体如下：

（一）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和停止条件

1、启动条件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若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

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下同）低于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 = 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

东权益合计数 / 公司股份总数，下同）（以下简称“启动条件” ），则公司应当

依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制定并实施稳定股价措施。

执行上述启动条件且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期满后， 若再次触发启动条件，

则再次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2、停止条件

在达到上述启动条件后或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期间， 若出现以下任一情

形，已制定、公告或者开始执行的稳定股价方案终止执行：

（1）公司股票连续 5 个交易日收盘价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

（2）单一会计年度内，公司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股份金额或控股股东、

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下同）、高级管理人员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已累

计达到上限；

（3）继续回购或者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二）稳定股价的责任主体

稳定股价措施的责任主体包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既包括公司上市时任职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也包括公司上市后

三年内新任职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自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制定或要

求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提出股价稳定具体方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经批准后实施，并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予以公告。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包括：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股票；公司回购股票；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的其他稳定股价措施。

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在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下，公司稳定股价措

施按下列顺序依次循环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实施不能导致实施后公司的股

权分布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1、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在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 公司控股股东应

通过增持公司股票的方式以稳定公司股价，向公司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面通

知（以下简称“增持通知书” ）并由公司董事会进行公告，增持通知书应包括

增持股票数量、增持价格、增持期限、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

（下转 A46 版）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包装” 、“发行人”

或“公司”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以下简

称 “《管理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8]

142 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

发[2018]142 号，以下简称“《配售细则》”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

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 号，以下简称“《投资者管理细则》”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2018]279 号，以

下简称 “《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

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279 号，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等相

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

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以下简称“电子平台”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结算平台进

行。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

的《网下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中止发行等环节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主要内容如下：

1、投资者在 2019 年 11 月 19 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时无需缴付

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19 年 11 月 19 日（T

日）， 其中， 网下申购时间为 9:30-15:00， 网上申购时间为 9:15-11:30，13:

00-15:00。

2、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泰证券” 或“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

商” ）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或“联合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对所有符合条

件的网下投资者所属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

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少到多、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

间（以深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序号为准）由后到先的顺

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

的 10%。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

剔除，剔除比例可以低于 10%。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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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新股

申购。

4、配售对象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

资金规模。 如违反本条规定，联席主承销商有权认定其报价为无效报价。

5、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 ），于 2019 年 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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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资金账户在 2019 年 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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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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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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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中止条款请见“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

7、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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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

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

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

并计算。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仔

细研读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

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行

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C 制造业” 中的“C33 金

属制品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决策时

参考。 如果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

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重要提示

1、 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 9,526.31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229 号文核

准。 股票简称为“嘉美包装” ，股票代码为“002969”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

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嘉美包装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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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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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发行数量为 6,668.46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2,857.8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30%。

3、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进行原股东公开发售。

4、联席主承销商已根据《管理办法》、《业务规范》等相关制度的要求，

制定了网下投资者的标准。具体标准及安排请见本公告“二、投资者参与网下

询价的相关安排” 。

只有符合联席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要求的投资者

方能参与本次初步询价。 不符合相关标准而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须自行承

担一切由该行为引发的后果。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中

将其设定为无效，并在《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中披露相关情况。

提请投资者注意，联席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及配售前对网下投资者是

否存在禁止性情形进行核查，并要求网下投资者提供承诺函和关联关系核查

表。 如网下投资者拒绝配合核查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禁止性情

形的，联席主承销商将拒绝其参与初步询价及配售。

5、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3 日（T-4 日）9:30-15:00，

在上述时间内，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

确定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参与初步询价的，须按照规定通过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网下发行初步询价期间，网下投资者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为其所管理

的配售对象进行价格申报并填写相应的拟申购数量等信息。 每个配售对象填

报的拟申购数量不得超过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相关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如市场发生突然变化需要调整估值、经办人员出错等）需要调

整报价或拟申购数量的，应当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每个投资

者只能有一个报价，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

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联席主承销商对发行人的估值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将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 500

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 10 万股，即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

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500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且不超

过 900 万股。

7、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网下投

资者所属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

象的申购数量由少到多、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以深交

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序号为准） 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

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 10%。 当

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

比例可以低于 10%。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8、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和拟申

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

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有效报价投资者及有效申购数量。 有效报

价投资者的数量不少于 10 家。 具体安排详见本公告“四、确定有效报价投资

者和发行价格” 。

9、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发行公告》中公布发行数量、发行价格、

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以及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名单等信息。

10、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9 日（T 日）9:30-15:00。 《发

行公告》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在参与网下申

购时，其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必须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

购数量。网下投资者在 2019 年 11 月 19 日（T日）参与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缴付申购资金。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网下发行

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初步配售结果，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网下投

资者应根据发行价格和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8:30-16:00，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对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配售对象，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其全部的初步获配新股进

行无效处理，相应的无效认购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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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止发行。

11、每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

购。 凡参与网下初步询价的，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12、本次网上申购日为 2019 年 11 月 19 日（T 日）。 在 2019 年 11 月 15

日（T-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 T-2 日）的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1 万元以上（含 1 万元）的投资者，可在 T 日参

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 每 5,000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5,000 元

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500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500 股

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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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新股申

购。

网上投资者在 2019 年 11 月 19 日（T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上中签结果，网上投资者应依据中签结果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履行缴款义务，需确保其证券资金账户在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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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联席主承销商负责包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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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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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13、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申

购情况确定是否启动双向回拨机制，对网下新股申购部分和网上发行的规模

进行调节。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见本公告“七、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

14、本次发行的配售原则请见本公告“八、网下配售原则” 。

15、在网下申购和配售过程中，联席主承销商发现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

象存在违法违规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和《网下投资者

备案管理细则》的以下行为，将及时报告协会。

（1）使用他人账户报价；

（2）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

（3）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账户报价；

（4）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5）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6）委托他人报价；

（7）无真实申购意图进行人情报价；

（8）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9）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10）不具备定价能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

报价；

（11）机构投资者未建立估值模型；

（12）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

（13）不符合配售资格；

（14）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15）获配后未恪守持有期等相关承诺的；

（16）证券业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16、本次发行可能出现的中止情形请见“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

17、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

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2019 年 11 月 11 日（T-6 日）登载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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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日报网， 网址 www.zqrb.cn） 和发行人网站（www.

chinafoodpack.com）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同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6日

2019年 11 月 11 日

周一

刊登《招股意向书》、《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等相关文件

网下投资者提交承诺函及资质证明文件

T-5日

2019年 11 月 12 日

周二

网下投资者提交备案材料截止日（截止时间 12：00）

网下投资者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截止日（截止时间 12：00）

T-4日

2019年 11 月 13 日

周三

初步询价日（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报价时间为 9: 30-15: 00）

T-3日

2019年 11 月 14 日

周四

联席主承销商开展网下投资者核查

T-2日

2019年 11 月 15 日

周五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确定发行价格、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有效申购数量

T-1日

2019年 11 月 18 日

周一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日

2019年 11 月 19 日

周二

网下发行申购日（9: 30-15: 00）

网上发行申购日（9: 15-11: 30，13: 00-15: 00）

网上申购配号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确定网上、网下最终发行量

T＋1 日

2019 年 11 月 20 日

周三

刊登《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T＋2 日

2019 年 11 月 21 日

周四

刊登《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认购资金缴款（认购资金到账时间截止时点 16: 00）

网上认购资金缴款（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在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T＋3 日

2019 年 11 月 22 日

周五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T＋4 日

2019 年 11 月 25 日

周一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1）T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2）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投资者

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投资者

及时与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3） 若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

市盈率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续发布《投资风

险特别公告》，每周至少发布一次，本次发行申购日将顺延三周；

（4）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及

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

、

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的相关安排

（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标准

可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是指符合《管理办法》、《业务规范》、《管理细

则》以及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网下发行所设定的如下条件，已在协会完成

备案且成为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

（下转 A4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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