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易所（「上 
交所」）網頁的公告。 
 
 
 
 

 
 
2019 年 11 月 14 日 中國福建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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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99      证券简称：紫金矿业       公告编号：临2019-088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增发A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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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矿业”或“发行人”或“公司”）本

次向社会公开增发不超过 34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或“本次增发”）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42 号文核准。

本次增发的招股意向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及网下发行公告已刊登于《证券时

报》。现将本次增发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为 2,346,041,055 股，发行价格为 3.41 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 7,999,999,997.55 元。 

2、 本次发行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 年 11 月 14 日，T-1 日）收市

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或“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 A 股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

余额部分（含原 A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同意，网上发行由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安信证券”）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

责组织实施。 

3、 本次增发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约为 20%:80%。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发售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1,000 股，申购上限为 469,208,211 股。网下向

机构投资者配售每个产品申购下限为 100 万股，超过 100 万股的部分必须为 10

万股的整数倍，申购上限为 18 亿股。如本次增发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原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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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

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 

4、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7,999,999,997.55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包销基数为7,999,999,997.55元，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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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本次发行总额的30%。当原A股股东和网上、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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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

与发行人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

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5、 本次增发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网下申购日同为 2019 年 11

月 15 日（T 日）。发行人 A 股股票“紫金矿业”将自 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0 日连续停牌，并将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复牌交易。 

6、 2019 年 11 月 20 日（T+3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证

券时报》上刊登《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

上中签率公告》，内容包括网上及网下申购情况、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

获配网下投资者名单及其获配数量、应退还的多余申购定金（如有）等。 

7、 本次增发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具体上

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原 A 股股东优先认购的规定 

本次发行将向紫金矿业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公司现有 A 股总股本为

17,294,278,891 股，原 A 股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2019 年 11 月 14 日（T-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10:1.35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

先认购约 2,334,727,649 股，约占本次增发发行数量的 99.52%。原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东须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760899”、申购简称“紫金配售”行使优先认购

权；原有限售条件 A 股股东须通过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行使优先认购权。 

原 A 股股东通过网上申购代码进行申购的数量最低为 1 股，最高不得超过

其可优先认购的股数（数量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如申购股



 3 

数超过其可优先认购股数，则该申购无效。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的“紫

金配售”可配股份余额。 

欲参与认购的原有限售条件 A 股股东应在原 A 股股东优先认购日 2019 年

11 月 15 日（T 日）9:00-15:00 期间，将认购文件发送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的电子邮箱，具体情况如下： 

邮箱地址：ECM@essence.com.cn 

邮件标题：紫金矿业限售股东+投资者全称 

1) 全套认购文件包括（附件请勿压缩，以一封邮件发送）： 

①《网下优先认购表》（见附件一）扫描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②营业执照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自然人身份证扫描件（本人签名） 

③上交所证券账户卡扫描件 

④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扫描件（《网下优先认购表》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

字/章的无须提供） 

邮件收悉以收到邮箱自动回复为准，若在发送邮件 10 分钟内未收到邮箱自

动回复，请务必拨打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下电话确认：010-83321320。 

2) 《网下优先认购表》Excel 文件可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下载，网

址：http://www.essence.com.cn/business/investment/info 

3) 原有限售条件 A 股股东网下优先认购表一旦扫描发送至安信证券指定电

子邮箱处，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认购要约，具有法律效

力，不得撤回。 
参与优先配售的原有限售条件 A 股股东须在 2019 年 11 月 15 日（T 日）17:00

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下指定收款账户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缴纳的认购资金不足的以实际到账金额确认有效认购数量。请原有限售条

件 A 股股东务必在汇款用途或备注中注明投资者沪市证券账户号码，如投资者

证券账户为 B123456789，则应在汇款用途或备注中填写：B123456789。请勿填

写证券账户号码以外的任何信息。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收款账户信息： 
户名：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4000027729200243401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深圳湾支行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102584002776 
联行号： 27708277 

mailto:ECM@essen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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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交换号： 00322777 
开户行联系人： 张文 
联系电话： 0755－83516304、83510783 

认购资金将直接作为认购款。扣除实际的认购金额后，认购资金若还有剩余，

则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T+3 日）通知收款银行将余

额部分按原收款路径退回。认购资金在认购冻结期的资金利息按国家有关规定归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原 A 股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 2019 年

11 月 13 日（T-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的《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增发 A 股网下发行公告》及《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网上

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原 A 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三、除优先认购权部分外的申购规定 

除原 A 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外，原 A 股股东和其他投资者还可以按

下述规定参与网上和网下申购。 

1、网上申购部分 

网上申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上申购代码为“780899”，申购简称为

“紫金增发”。每个股票账户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必须是 1,000

股的整数倍，申购数量上限为 469,208,211 股，超出申购上限，则该笔申购为无

效申购。 

参与申购的每个股票账户应按申购价格和股数缴纳足额申购资金，申购款=

申购股数×3.41 元/股。 

网上申购时间：2019 年 11 月 15 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上

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 

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增发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并须在网

上申购日 2019 年 11 月 15 日（T 日）15:00 前（含 T 日）根据自己的申购数量足

额存入申购资金。 

2、网下申购部分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应以其管理的产品或自

有资金参与本次网下申购，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网下申购数量限制规则为：



 5 

每个产品申购下限为 100 万股，超过 100 万股的部分必须为 10 万股的整数倍，

申购上限为 18 亿股。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 A 股股东，其行使

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欲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在申购日 2019 年 11 月 15 日（T 日）

15:00 前，将全套申购文件通过邮件或传真方式发送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具体情况如下： 

邮箱地址：ECM@essence.com.cn 

传真号码：021-35082500、021-35082530 

邮件标题：紫金增发+机构投资者全称 

《网下申购表》Excel 文件可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下载，网址：

http://www.essence.com.cn/business/investment/info。全套申购文件包括（选择邮

件方式提交申购文件的请以一封邮件发送）： 

① 《网下申购表》（附件二）Excel 表（通过传真方式申购无需提供） 

② 《网下申购表》（附件二）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章并加盖

单位公章的扫描件/复印件 

③ 营业执照扫描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④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扫描件/复印件 

⑤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扫描件/复印件（《网下申购表》由法定代表

人本人签字/章的无须提供） 

⑥ 机构投资者自有资金或管理的每个产品参与网下发行的申购金额不

超其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的证明文件扫描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保险公司及其资产管理子公司、在中国证监会备案的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无需

提交。 

确认及查询： 

邮件收悉以收到邮箱自动回复为准，若在发送邮件 20 分钟内未收到邮箱自

动回复，请拨打电话：021-35082551、021-35082705。 

传真申购咨询及确认电话：021-35082105、021-35082106。 

mailto:ECM@essen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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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构投资者填写的《网下申购表》一旦发送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

回。 
本次发行在中国证监会备案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网下申购无需缴

纳申购定金，其他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缴纳申购金额的 10%作为申购定

金。若投资者以两个及以上产品参与申购，需分产品缴纳定金。每个产品缴纳

定金数量应不低于该产品全部申购金额的 10%。每个产品所缴纳的定金须一笔

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申购金额＝申购股数×本次发行价格 3.41 元/股 

申购定金＝申购金额×10% 

申购定金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 

户名：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4000027729200243401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深圳湾支行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102584002776 
联行号： 27708277 
票据交换号： 00322777 
开户行联系人： 张文 
联系电话： 0755－83516304、83510783 

机构投资者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汇款用途和备注中注明投资者沪市证

券账户号码，例如，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某只产品证券账户号码为

B123456789，则应在附注里填写：B123456789。QFII 和 RQFII 投资者还须在

证券账户号码后注明 QFII，例如，QFII 产品证券账户号码为 B123456789，则

应在附注里填写：B123456789QFII。请勿填写上述要求以外的任何信息。 

投资者需考虑资金的在途时间，应确保申购定金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T

日）17:00 前（指资金到账时间）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本次发行不作除权安排，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发行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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