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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

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备查文件。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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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51,626,223 股 

2、发行价格：19.37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999,999,986.95 元 

4、募集资金净额：983,639,987.14 元 

二、新增股份信息 

股份登记完成日期 新增股份上市日期 

新增股份前

公司股份数

量（股） 

新增股份总数

量（股） 

新增股份后公

司股份数量

（股） 

2017 年 10 月 11 日 2017 年 10 月 23 日 133,500,000 51,626,223 185,126,223 

 

三、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将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发行对象中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认购的股份自 2017 年 10 月 23 日起锁定 36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23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平

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慧认购的股份自 2017 年 10 月 23 日起锁定 12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23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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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cgzw.gov.cn/html/tuijianqiye/2014/0326/8558.html
http://www.ycgzw.gov.cn/html/tuijianqiye/2014/0326/85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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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发行人、宜昌交运 指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广州证券 
指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立信会计

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发行人本次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144 号《关于核准湖北宜

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在境内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行为 

控股股东、宜昌交旅 指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宜昌市国资

委 
指 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北省国资委 指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宜昌高投 指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宜昌城投 指 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宜昌国投 指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对象 指 

宜昌交旅、宜昌高投、宜昌城投、宜昌国投、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

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慧共 10 名投

资者 

《认购邀请书》 指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单》 指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A 股 指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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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报告期各期 指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6 月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修订） 

http://www.ycgzw.gov.cn/html/tuijianqiye/2014/0326/85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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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7 年修订） 

不超过 指 含本数 

最近三年及一期、报告期 指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 1 至 6 月 

元、千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千元、万元、亿元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

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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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UBEI YICHANG TRANSPORTATION GROUP CO., LTD. 

注册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 苏海涛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3,350 万元 

办公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 5 号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宜昌交运 

股票代码： 002627 

经营范围： 客运站经营（有效期至2018年7月31日）；省际班车客运、

省际包车客运、一类客运班线、旅游客运（有效期至2018

年7月31日）；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有效

期至2020年9月2日）；保险兼业代理（限许可证核定的类

别，有效期至2018年10月9日）；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

赁经营；票务代理服务；货物中转、仓储服务；汽车（不

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及配件销售；汽车售后服务；为汽车

交易提供服务；物业管理；柜台、房屋出租；停车服务；

洗车服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 年 8 月 18 日，宜昌交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预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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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

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6年-2018

年）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

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2016 年 9 月 26 日，宜昌交运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17 年 5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发行人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为：以 2016 年年末

总股本 13,35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5 元（含税），

不以未分配利润派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发行人 2016 年度利润分配

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6 月 5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7 年 6 月 6 日。发行人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在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由 19.52 元/股调

整为 19.37 元/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上限在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

施后由不超过 5,123 万股（含 5,123 万股）调整为不超过 5,163 万股（含本数）。 

2017 年 8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

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即延长至 2018 年 9 月 25 日，并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 12 个

月，即延长至 2018 年 9 月 25 日。 

2017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

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即延长至 2018 年 9 月 25 日，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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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即延

长至 2018 年 9 月 25 日。 

（二）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2016 年 8 月 30 日，湖北省国资委下发鄂国资产权[2016]151 号《关于湖北

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批复》，原则同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及发行方案。 

2017 年 3 月 22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 

2017年7月21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17]1144号批文，

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报告 

2017年9月28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7]第ZC10556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7年9月26日止，主承销商

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

资金金额合计人民币999,999,986.95元。 

2017年9月26日，广州证券在按规定扣除相关费用以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付

至发行人账户。 

2017年9月28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

第ZE10555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7年9月26日止，宜昌交运实际募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999,999,986.95元（大写人民币玖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

佰捌拾陆元玖角伍分），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6,359,999.81元（含增值税）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3,639,987.14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51,626,223.00

元（大写人民币伍仟壹佰陆拾贰万陆仟贰佰贰拾叁元整）。募集资金净额扣除股

本后，加上增值税进项税额926,037.72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932,939,801.86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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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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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向本公司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中国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2016 年 8 月 18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即发行价

格不低于 19.52 元/股。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和 2017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

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6 年年末公司总股本 13,350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5 元（含税），不以未分配利润派送红股，

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剩余可供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再行分配。上述利润分

派方案公司已于 2017 年 6 月 6 日实施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

格由不低于 19.52 元/股调整为不低于 19.37 元/股。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

间优先的基本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9.37 元/股。相当于发行底

价 19.37 元/股的 100%，相当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日（2017 年 9 月 20 日）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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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交易日均价 19.52 元/股的 99%。 

（三）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 51,626,223 股，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批准的发行

数量要求，且符合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144 号文的要求。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86.95 元，扣除各项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16,359,999.8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83,639,987.14 元。 

（五）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宜昌交旅、宜昌高投、宜昌城投、宜昌国投认购的

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股份限制转让期届满后按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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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若监管机构对非公开股票发行对象的股

份限售期进行调整，则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也将作相应调整。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传真的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20 日上午 9:00-12:00，发

行人律师进行了全程见证。在此期间，共收到 6 家投资者以传真方式发出的《申

购报价单》。经主承销商和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参加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中，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为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备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

至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除上述投资者外，其他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书》

的要求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并分别足额缴纳保证金 2,000 万元整。 

主承销商对上述有效报价进行了簿记建档，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关联

关系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

效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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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有

限公司 
无 

19.80  132,000,000  
是 是 

19.50  132,000,000  

2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无 19.39  100,000,000  是 是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19.41  100,000,000  不适用 是 

4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19.37  100,000,000  不适用 是 

5 刘慧 无 19.37  100,000,000  是 是 

6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19.45  100,000,000  不适用 是 

根据《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发行

对象按“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以及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协商的原则确定，

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量，发行人、主承销商确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9.37元/股，发行数量为51,626,223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86.95元。 

宜昌交旅、宜昌高投、宜昌城投、宜昌国投承诺均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分

别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额为10,000万元，认购数量为认购款总金额

除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按上述方式计算，如出现不足1股的余额时，

该部分不足折股的余额纳入发行人的资本公积金。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获配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1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5,162,622 100,000,000 

2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5,162,622 100,000,000 

3 
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5,162,622 100,000,000 

4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5,162,622 100,000,000 

5 
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

有限公司 

云基地长河定增一号私

募基金 
6,814,661 131,999,983.57 

6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平安大华安赢汇富粤财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5,162,622 99,999,988.14 

7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

增发 678 号 
5,162,622 99,999,988.14 

8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昌运 1号资产管

理计划 
5,162,622 99,999,988.14 

9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红塔红土定增 8号特定资

产管理计划 
5,162,622 99,999,9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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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慧 刘慧 3,510,586 68,000,050.82 

总计 51,626,223 999,999,986.95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宜昌市西陵区夷陵大道 83 号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苏海涛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3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三峡旅游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经营；旅游资源开发及经营；旅游产

品开发、生产、销售（不含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国有资本运营；

文化会展；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务；旅游策划；票

务代理、停车服务；汽车租赁（以上均不含需前置许可项目）；房地产

开发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名称：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宜昌市高新区发展大道 55 号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黄智华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1 月 15 日 

经营范围： 

对宜昌高新区中小科技型企业进行投资；土地开发整理；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平台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 189 号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http://www.ycgzw.gov.cn/html/tuijianqiye/2014/0326/8558.html
http://www.ycgzw.gov.cn/html/tuijianqiye/2014/0326/8558.html


14 

 

法定代表人： 柳兵 

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3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经营管理；股权投资经营；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物业管理；城区范

围内土地储备、开发整理；受政府委托收取土地租金、土地闲置费；参

与市域范围内矿产资源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以下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核定内容经

营；未取得相关有效许可或批准文件的，不得经营）：房地产开发、经

营 

4、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 182 号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郭习军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11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产业扶持、国有资本管理运营、对外投资、资产经营、投资经营及其他

市场化业务（不含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名称： 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 4 号楼软件广场 C 座 306 室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崔大为 

注册资本： 1,132.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1 月 6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

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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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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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34 层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罗春风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 年 1 月 7 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7、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 弓劲梅 

注册资本： 18,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6 月 6 日 

经营范围： 

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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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邓召明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1 月 4 日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9、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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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饶雄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6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 

10、刘慧 

姓名： 刘慧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景田东路 129 号天一名居天朗阁*** 

身份证号： 4330241977061*****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核查情况 

经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核查，最终获配的 10 名投资者的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关联关系、投资者相关产品备案以及出资来源的核查情况如下： 

1、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指引（试行）》，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

邀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主承销商及见证律师对其

进行了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经核查，最终获配的投资者的投资者类

别（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宜昌交运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具体匹配结果如下： 

序

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等级 

风险等级

是否匹配 

是否已进行产

品风险警示 

1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稳健型（C4） 是 不适用 

2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稳健型（C4） 是 不适用 

3 
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稳健型（C4） 是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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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等级 

风险等级

是否匹配 

是否已进行产

品风险警示 

4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稳健型（C4） 是 不适用 

5 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不适用 

6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不适用 

7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不适用 

8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不适用 

9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不适用 

10 刘慧 专业投资者Ⅱ 是 不适用 

2、关联关系核查 

经核查，除了本次发行预案确定的发行对象宜昌交旅、宜昌高投、宜昌城投、

宜昌国投外，其他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以及与上述机

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认购的

情形。 

3、投资者产品备案情况核查 

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10名投资者中，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均

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申购，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有关要求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及其管理

的认购对象云基地长河定增一号私募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二者已根据《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相关规定履行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手续；鹏华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为资产管理公司，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有关要求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刘慧属于个人投资者，与宜昌交旅、宜昌高投、

宜昌城投、宜昌国投均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备案程序。 

备案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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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备案日期 

1 
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有

限公司 
云基地长河定增一号私募基金 2017.09.13 

2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大华安赢汇富粤财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09.04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 678 号 2017.09.11 

4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昌运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09.07 

5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红塔红土定增 8 号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2017.09.08 

6 刘慧 刘慧 不适用 

7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不适用 

8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不适用 

9 
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不适用 

10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不适用 

4、投资者认购资金来源核查 

本次发行获配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具体如下表：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认购资金来源 委托人 出资比例 

1 

云基地投资发

展（北京）有限

公司 

云基地长河定

增一号私募基

金 

私募投资基金 

山东信托-恒赢 15号

单一资金信托 
37.88% 

山东信托-恒赢 16号

单一资金信托 
15.15%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45.45% 

云基地投资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 
0.76% 

北京云基地科技有

限公司 
0.76% 

2 
平安大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大华安赢

汇富粤财 5号资

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 

粤财信托•宜华定增

1号单一资金信托计

划 

100% 

3 
泰达宏利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价值

成长定向增发

678 号 

资产管理计划 

泰达宏利基金-中国

银行-粤财信托-粤财

信托•宜运 1 号单一

资金信托计划 

100% 

4 
鹏华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昌运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资产管理计划 

粤财信托-菁英 154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

划 

100% 

5 红塔红土基金 红塔红土定增 8 资产管理计划 云信富春 25 号单一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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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认购资金来源 委托人 出资比例 

管理有限公司 号特定资产管

理计划 

资金信托计划 

6 刘慧 刘慧 自有资金 - - 

7 

宜昌交通旅游

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宜昌交通旅游

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 - 

8 
宜昌高新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宜昌高新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 - 

9 

宜昌城市建设

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宜昌城市建设

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 - 

10 

宜昌国有资本

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宜昌国有资本

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 -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

安排 

 2017年4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苏海涛、鲍希安回避了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1、公

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交运长江游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游轮公司”）拟以所

属“长江三峡”系列游轮为宜昌三峡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

旅游度假区公司”）三游洞至猴溪的游客提供承运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500

万元；宜昌交旅持有三峡旅游度假区公司100%股权。2、公司及公司所属经营客

运业务的分、子公司拟运用宜昌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公交集

团”）IC卡管理系统资源，为所属班线客运车辆、县域公交车辆的乘客提供宜昌

公交IC卡普通卡刷卡消费功能服务，从宜昌公交集团结算票款，并按照结算票款

金额的1.5%支付结算服务手续费，预计票款结算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支付的结

算服务手续费不超过15万元；宜昌交旅持有宜昌公交集团75%股权。 

2017年8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

股东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预案》，授权公司财务总监签署财务资助协议等

法律文件，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关

联董事苏海涛、鲍希安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该项财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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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为人民币20,000万元，展期1年，资金占用费年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

贷款基准利率下浮0.3个百分点执行，按季结息。该项财务资助无其他任何额外

费用，也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除上述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其

他重大关联交易。除上述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外，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关联方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

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如实进

行信息披露。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邱三发 

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19 层、20 层 

联系电话： 020-88836999 

传真： 020-88836624 

保荐代表人： 钱亮、陈志宏 

项目协办人： 谭韫玉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丽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联系电话： 010-52682888 

传真： 010-52682999 

经办律师： 连全林、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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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 上海市南京路 61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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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27-65260278 

传真： 027-88770099 

经办会计师： 李洪勇、李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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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 上海市南京路 61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4 楼 

联系电话： 027-65260278 

传真： 027-88770099 

经办会计师： 李洪勇、李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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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7,604,636 35.66 

2 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 9,445,364 7.08 

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02,100 1.65 

4 
武汉金瑞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瑞麟尊

享二号私募投资基金 
1,500,000 1.12 

5 
北京成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泉尊享一

期基金 
939,358 0.70 

6 罗斌 880,000 0.66 

7 
西藏神州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路十号

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720,914 0.54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

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9,198 0.51 

9 孙慧正 650,000 0.49 

10 杜坤 551,300 0.41 

合  计 65,172,870 48.82 

（二）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

（股） 

1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2,767,258 28.50 5,162,622 

2 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 9,445,364 5.10  - 

3 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6,814,661 3.68 6,814,661 

4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162,622 2.79 5,162,622 

5 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62,622 2.79 5,162,622 

6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62,622 2.79 5,162,622 

7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62,622 2.79 5,16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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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

（股） 

8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62,622 2.79 5,162,622 

9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62,622 2.79 5,162,622 

10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62,622 2.79 5,162,622 

合  计 105,165,637 56.81 48,115,637 

本次发行前宜昌交旅持有公司 47,604,636 股，持股比例为 35.66%，为公司

控股股东，本次发行获配股数为 5,162,622 股，宜昌市国资委持有宜昌交旅 100%

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85,126,223 股，其中宜昌交旅持有公司 52,767,258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为 28.50%，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宜昌高投、宜昌城投、宜昌国投分别持有

公司 5,162,622 股，分别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79%。宜昌市国资委分

别持有宜昌交旅、宜昌高投、宜昌城投、宜昌国投 100%股权，宜昌交旅、宜昌

高投、宜昌城投、宜昌国投同受宜昌市国资委控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规定，宜昌交旅、宜昌高投、宜昌城投、宜昌国投为一致行动人，本次发

行完成后，宜昌市国资委间接持有公司 36.87%的股份，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76,504 1.03% 51,626,223 53,002,727 28.6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32,123,496 98.97% - 132,123,496 71.37% 

三、股份总数 133,500,000 100.00% 51,626,223 185,126,223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和股本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本次发行的实

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注册资本、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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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共获得募集资金总额为999,999,986.95元，净

额为983,639,987.14元。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

下降，公司债务偿还能力及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分别投资于长江三峡游轮中

心土地一级开发和宜昌东站物流中心项目（二期），募投项目都具备较好的经济

效益，能够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进一步丰富公司业务结构，大大提升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和经营利润，并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

理结构。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

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资产完整，人员、机构、

财务、业务的独立，公司仍拥有独立的组织管理、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系统，公

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股东基础的扩大和股东结构的

改善，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五）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整，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

发生变动。 

（六）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与公司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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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 

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均经立信会计师审计，立

信会计师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710986

号、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0996 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E21242 号）；公司

2017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06.30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资产合计 90,614.87 88,016.45 80,204.25 94,555.8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2,000.29 141,115.27 126,028.59 102,356.85 

资产总计 232,615.16 229,131.73 206,232.84 196,912.71 

流动负债合计 101,283.04 98,562.98 76,286.26 70,282.80 

非流动负债合计 25,457.94 25,945.80 21,133.10 19,993.56 

负债合计 126,740.98 124,508.78 97,419.36 90,276.3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5,874.18 104,622.95 108,813.48 106,636.34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96,450.38 184,272.03 150,508.42 130,388.52 

营业利润 4,316.56 5,821.67 6,074.89 7,085.22 

利润总额 4,526.00 7,411.90 7,180.39 8,838.24 

净利润 3,327.48 5,351.17 4,903.13 6,669.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03.73 5,088.61 4,781.27 6,333.28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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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3.41 12,756.29 16,398.88 18,204.96 

投资活动产生的流量净额 -22,444.64 -17,782.65 -24,280.21 -22,382.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2.00 15,740.83 -4,497.34 9,052.3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999.23 10,714.46 -12,378.66 4,875.30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7.06.30/ 

2017年1-6月 

2016.12.31/ 

2016 年度 

2015.12.31/ 

2015 年度 

2014.12.31/ 

2014 年度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9.21% 46.63% 40.15% 40.65%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54.49% 54.34% 47.24% 45.85% 

流动比率（倍） 0.89 0.89 1.05 1.35 

速动比率（倍） 0.69 0.72 0.81 1.0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7.04 6.95 6.90 6.7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9.95 91.93 67.10 50.23 

存货周转率（次） 4.50 9.13 6.90 6.7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28 0.96 1.23 1.36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1.27 0.80 -0.93 0.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每股收益（元） 

基本 0.2400 0.3812 0.3581 0.4744 

稀释 0.2400 0.3812 0.3581 0.47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加权 

平均 
3.41 5.49 5.25 7.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 0.2205 0.3070 0.2971 0.3821 

稀释 0.2205 0.3070 0.2971 0.38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加权 

平均 
3.13 4.42 4.36 5.79 

注：（1）上述财务指标，若无特别说明，均以合并口径计算；（2）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

收入/（（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应收账款期初账面价值）/2）；（3）存货周转率＝营业

成本/（（存货期末账面价值+存货期初账面价值）/2）；（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率、基本

每股收益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数值；（5）根据发行完成后的总股本计算的 2016 年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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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益为 0.2749 元。 

二、财务状况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湖

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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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86.95 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 983,639,987.14 元，用于如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元）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元） 

1 
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土地一级开发项

目 
1,133,100,000.00 491,819,993.57 

2 宜昌东站物流中心项目（二期） 1,157,219,000.00 491,819,993.57 

合计 2,290,319,000.00 983,639,987.14 

本次募投项目所需资金超过实际募集资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募集资

金到位前公司已投入上述募投项目的资金，公司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

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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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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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  

宜昌交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

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

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 

除了本次发行预案确定的发行对象宜昌交旅、宜昌高投、宜昌城投、宜昌

国投外，其他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以及与上述机构及

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认购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 10 名投资者中，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均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申购，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有关

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及其管理的认购对象云基地长河定增一号私募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二者已根据《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相关规定履行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资产管理公司，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照有关要求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刘慧属于个人投资者，与宜昌交旅、宜

昌高投、宜昌城投、宜昌国投均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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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最终获配的 10 名投资者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宜昌

交运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宜昌交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

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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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

准，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符合《公

司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本次发行涉及的法律文书合法、有

效，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之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本次发行的股份上

市交易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

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广州证券愿意保

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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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证券简称为宜昌交运，证券

代码为 002627，上市日为 2017 年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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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3 日不除权。 

本次发行对象中，认购的股份自 2017 年 10 月 23 日起锁定；宜昌交旅、宜

昌高投、宜昌城投、宜昌国投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锁定 36 个月，可上市流通

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23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

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慧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锁定

12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23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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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

告； 

5、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6、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 

7、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

面确认文件； 

8、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9、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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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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