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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情况

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体现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

做强做优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内集团” ）的坚定决心，昆

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拟以云内集团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民营资本，推进云内

集团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工作，该事项涉及云内集团层面的股权变更。

二、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进展情况

2020年4月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云内集团通知，云内集团本次混改项目已

征集到意向投资方A一家，为全威（铜陵）铜业科技有限公司，该意向投资方已

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提交了申请资料且缴纳了保证金。

鉴于云内集团本次混改拟征集投资方数量为两家 （投资方A和投资方B各

一家）， 在挂牌期满前能否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B尚存在不确定性。若

挂牌期满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B，则本次混改项目将按照5个工作日

为一个周期继续延长挂牌。

若挂牌期满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A或意向投资方B分别为两家或

以上， 根据云内集团混改方案须通过综合评议方式遴选确定意向投资方A和意

向投资方B各一家。 遴选方案相关内容详见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

cbex.com.cn）上披露的《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公告》。

三、风险提示

1、本次混改若能顺利实施，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变更为民营投资方。

2、在挂牌期满前若征集到其他意向投资方A，则通过综合评议方式遴选确

定意向投资方A，全威（铜陵）铜业科技有限公司能否成为最终的意向投资方A

尚存在不确定性。

3、 在挂牌期满前能否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B尚存在不确定性，若

最终未征集到投资方B，则本次混改项目终止。

4、 本次混改尚需在选定投资方后就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变动取得国资监管

机构的批准；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后尚需通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消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174� � �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0-013

债券代码：128074� � � �证券简称：游族转债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174

股票简称：游族网络

债券代码：128074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17.06元/股

转股时间：2020年3月27日至2025年9月23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20�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

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60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

公开发行了11,5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15,000.00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

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对认购金额不足115,

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640号” 文同意，公司1,150,000,000.00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19年10月21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英文简称“YooZoo-CB” ，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债券代码“128074”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0年3月2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游

族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7.06元/股。

二、游族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0年第一季度，游族转债因转股金额减少97,700元（977张），转股数量为

5,696股。截至2020年3月31日，游族转债剩余金额为1,149,902,300元。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新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243,581,253 27.42 -17,438,143 -17,438,143 226,143,110 25.45

高管锁定股 239,702,279 26.98 -17,438,143 -17,438,143 222,264,136 25.02

首发后限售股 3,878,974 0.44 0 0 3,878,974 0.44

二、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644,886,620 72.58 +17,443,839 +17,443,839 662,330,459 74.55

三、总股本 888,467,873 100 +5,696 +5,696 888,473,569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

021-33671551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一）截至2020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游族网络” 股本结构表；

（二）截至2020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游族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2283� � �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2020-015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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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

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4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10,8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40元/股（含），具体回购股

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本次回购事项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2月7日、2020年2月11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回购股份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0-010）等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回购期

间， 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3,89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457%，最高成交价为4.0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68元/股，成交总金额14,805,778.29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股份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

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

为2,740,000股，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年3月2日）前五个

交易日（2020年2月24日至2020年2月28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82,162,252股的

25%（20,540,563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股票代码：002224� � � �股票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0-023

债券代码：128039� � � �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

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224� � � � � � � � � �股票简称：三力士

债券代码：128039� � � � � � � � � �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5.83元/股

转股时间：2018年12月14日至2024年6月7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现将2020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85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

6月8日公开发行了62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2,000万

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293号” 文同意，公司62,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年6月2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三力转债” ， 债券代码

“128039” 。

根据相关法规和《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年12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三

力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7.38元/股。

2018年7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并提请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2018年8月10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三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7.38元/股

调整为5.8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8月13日起生效。

2019年6月4日，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三力士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三力转债发行之后，若公

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对转

股价格进行调整。三力转债转股价格由5.84元/股调整为5.83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2019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三力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0年第一季度，三力转债因转股减少55,865,400元（558,654张），转股数

量为9,582,204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202,721,600元（2,027,216张）。

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86,899,955.00 25.96% 48,000.00 48,000.00 186,947,955.00 25.63%

高管锁定股 186,899,955.00 25.96% 48,000.00 48,000.00 186,947,955.00 25.6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33,057,168.00 74.04% 9,534,204.00 9,534,204.00 542,591,372.00 74.37%

三、总股本 719,957,123.00 100.00% 9,582,204.00 9,582,204.00 729,539,327.00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证券事务部投资者联系电话

0575-8431368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三力士）、《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三力转债）。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股票代码：002224� � � �股票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0-024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2020年2月20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计划。 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9.50元/股，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公司实际回购

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7）。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股份数量3,05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2%，最高成交价为6.90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6.7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0,692,605.79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

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

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年3月18日）前五个交易日（2020

年3月11日至2020年3月17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88,962,624股。公司每5个

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累计成交量88,962,624股的25%，即22,240,656股。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

案， 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865� � �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1

债券代码：128050� � � �债券简称：钧达转债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65，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债券代码：128050，转债简称：钧达转债

最新有效的转股价格：14.93元/股

转股时间：2019年6月14日至2024年12月10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现将自转股日2019年6月14日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733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8

年12月10日公开发行了32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3.20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8]641号” 文同意，公司32,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18年12月2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钧达转

债” ，债券代码“128050”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即自2019年6月14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

份，转股价格21.74元/股。

公司于 2019�年 7�月 22�日实施了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相关规

定及权益分派方案，钧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1.74�元/股调整为21.59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 7月22日起生效。 具体调整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 7月

16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钧达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47）。

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未达标，

公司决定对 8�名激励对象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 50.4� 万股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处理。鉴于激励对象莫红远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将其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80,000股（扣除上述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后的剩余部分）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121,681,436股减少至

120,897,436股，减少股份784,000股。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发行条款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钧达转债转股价

格将调整为 21.6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 8月27日起生效。具体调

整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 8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钧达转债” 转

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4）。

鉴于公司股票已经出现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在至少15个交易日收盘价

低于“钧达转债” 当期转股价的85%（21.66元/股×85%=18.411元/股）的情形，

按照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按照“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的原则

调整“钧达转债” 转股价格。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人

民币14.72元/股，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

14.93元/股，本次修正后的“钧达转债”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14.93元/股。综合考虑

前述底价和公司股票价格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将“钧达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为14.93元/股，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0年3月16日。具体调整情

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 3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向下修正“钧达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二、 钧达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20年第一季度，钧达转债因转股减少44,800元，转股数量为2,264股，剩余

可转债余额为319,894,900元。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证券类别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82,796,000 68.48% 1,800 82,797,800 68.48%

二、无限售流通股 38,102,773 31.52% 464 38,103,237 31.52%

三、股份总数 120,898,773 100% 2,264 120,901,037 100%

三、 其他事项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 请拨打公司证券事务部投资者电话

0898-66802555进行咨询。

四、 备查文件

1、 截至2020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钧达转债” 股本结构表；

2、 截至2020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钧达股份”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865� � �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2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9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刊登在2020年3月26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使广大投资者能进一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0年4月7日（周

二）15:00-17:00在全景网举办2019年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

采取网路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

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陆小红女士；公司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郑彤女士；独立董事杨友隽先生、银河证券保荐代表

人黄钦亮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0026� � 200026� � � �证券简称：飞亚达 飞亚达B� � � �公告编号：2020-019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4日召开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方案》。公司于

2019年4月30日披露了 《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 （B股） 股份报告书

2019-029》。

公司于2019年6月5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并于2019年6月6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

份的公告2019-031》。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8日、2019年4月24日、2019年4月30日及2019年

6月6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

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13,7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0%；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6.56港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55港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83,367,947.33港元（不含印

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

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1.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

关规定；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规定，公

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 不得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

年6月5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852,870股的25%，但每五个交易

日回购数量不超过一百万股的除外。公司回购股份的数量符合相关规定；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0-040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发行债券产品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同意给

予董事会发行债券产品的一般性授权， 同意董事会进一步转授权公司总经理及

其授权人士具体执行。

一、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及《接受注册通知书》项下已发行情况

公司已于2018年7月25日成功发行了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18招商蛇口SCP001，期限为27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为30亿元，起息

日为2018年7月27日，兑付日为2019年4月23日，票面利率为3.74%。

公司已于2018年7月30日成功发行了2018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18招商蛇口SCP002，期限为18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为10亿元，起息

日为2018年7月31日，兑付日为2019年1月27日，票面利率为3.55%。

公司已于2019年1月16日成功发行了2019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19招商蛇口SCP001，期限为12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15亿元，起

息日为2019年1月17日，兑付日为2019年5月17日，票面利率为2.98%。

公司已于2019年4月16日成功发行了2019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19招商蛇口SCP002，期限为9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35亿元，起

息日为2019年4月17日，兑付日为2019年7月16日，票面利率为2.8%。

公司已于2019年7月11日成功发行了2019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19招商蛇口SCP003，期限为27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10亿元，起

息日为2019年7月12日，兑付日为2020年4月7日，票面利率为3.14%。

公司已于2020年2月11日成功发行了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20招商蛇口SCP001，期限为162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10亿元，起

息日为2020年2月12日，兑付日为2020年7月23日，票面利率为2.7%。

公司已于2020年2月25日成功发行了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20招商蛇口SCP002，期限为24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15亿元，起

息日为2020年2月26日，兑付日为2020年10月23日，票面利率为2.65%。

公司已于2020年3月6日成功发行了2020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为

20招商蛇口SCP003，期限为20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19亿元，起

息日为2020年3月9日，兑付日为2020年9月25日，票面利率为2.56%。

公司已于2020年3月30日成功发行了2020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20招商蛇口SCP004，期限为143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10亿元，起

息日为2020年3月31日，兑付日为2020年8月21日，票面利率为2.20%。

二、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2020年3月30日，公司成功发行了2020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

如下：

名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0招商蛇口SCP005

代码 012001141 期限 150日

起息日 2020年3月31日 兑付日 2020年8月28日

计划发行总额 12.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2.5亿元

发行利率

2.2%

（SHIBOR4M+220bp）

发行价格 100.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6家 合规申购金额 22.3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2.3% 最低申购价位 2%

有效申购家数 9家 有效申购金额 12.5亿元

簿记管理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

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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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发行债券产品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同意给

予董事会发行债券产品的一般性授权， 同意董事会进一步转授权公司总经理及

其授权人士具体执行。

一、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及《接受注册通知书》项下已发行情况

公司已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

注[2018]SCP187号），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100亿元，注

册额度有效期为2年。

公司已于2018年7月25日成功发行了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18招商蛇口SCP001，期限为27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为30亿元，起息

日为2018年7月27日，兑付日为2019年4月23日，票面利率为3.74%。

公司已于2018年7月30日成功发行了2018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18招商蛇口SCP002，期限为18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为10亿元，起息

日为2018年7月31日，兑付日为2019年1月27日，票面利率为3.55%。

公司已于2019年1月16日成功发行了2019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19招商蛇口SCP001，期限为12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15亿元，起

息日为2019年1月17日，兑付日为2019年5月17日，票面利率为2.98%。

公司已于2019年4月16日成功发行了2019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19招商蛇口SCP002，期限为9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35亿元，起

息日为2019年4月17日，兑付日为2019年7月16日，票面利率为2.8%。

公司已于2019年7月11日成功发行了2019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19招商蛇口SCP003，期限为27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10亿元，起

息日为2019年7月12日，兑付日为2020年4月7日，票面利率为3.14%。

公司已于2020年2月11日成功发行了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20招商蛇口SCP001，期限为162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10亿元，起

息日为2020年2月12日，兑付日为2020年7月23日，票面利率为2.7%。

公司已于2020年2月25日成功发行了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为

20招商蛇口SCP002，期限为24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15亿元，起

息日为2020年2月26日，兑付日为2020年10月23日，票面利率为2.65%。

公司已于2020年3月6日成功发行了2020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为

20招商蛇口SCP003，期限为200天，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19亿元，起

息日为2020年3月9日，兑付日为2020年9月25日，票面利率为2.56%。

二、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2020年3月30日，公司成功发行了2020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

如下：

名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0招商蛇口SCP004

代码 012001140 期限 143日

起息日 2020年3月31日 兑付日 2020年8月21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

发行利率

票面利率2.20%（发行日

6M的shibor+0.149%）

发行价格 100.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6家 合规申购金额 25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2.30 最低申购价位 2.00

有效申购家数 10家 有效申购金额 14.2亿元

簿记管理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

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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