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凤凰传媒                                    股票代码：601928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Phoenix Publishing&Media Corporation Limited 

（江苏省南京市仙新路98号）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 
上市公告书 

 

 

 

 

保荐人（主承销商）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2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全文。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的情况，并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意向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

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的基

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80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三、本公司A股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11]47号文批准。证券简

称“凤凰传媒”，证券代码“601928”；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2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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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股票将于2011年11月30日起上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1年11月30日 

3、股票简称：凤凰传媒 

4、股票代码：601928 

5、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254,490万股 

6、本次A股发行的股份数：50,900万股 

7、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1）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集团”）

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已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发行前另一位股东弘毅投资产业一期基金（天津）（有限合伙）

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3）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财企[2009]94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由本公司

控股股东出版集团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共5,090

万股，占本次实际发行股份总数的10%），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股

东出版集团的禁售期义务。 

8、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

22,905万股股份锁定期为三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9、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

行的27,995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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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1、上市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凤凰传媒 

英文名称：Jiangsu Phoenix Publishing&Media Corporation Limited 

2、法定代表人：陈海燕 

3、成立日期：2009年6月30日 

4、注册资本：203,590万元（本次发行前） 

5、注册地址：南京市仙新路98号 

邮政编码：210046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图书、报纸、期刊总发行，图书、报纸、期

刊、电子出版物全国连锁经营，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音像制品连

锁经营（分支机构经营），普通货运，酒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一般经营

项目：纸及纸制品、文教用品的销售，货物包装，货物托运，仓储，出版发行信

息服务，出版发行营销策划，人才培训，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房屋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分支机构经营）。* 

主营业务：图书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的出版、发行及文化用品销售。其中，图

书出版物主要包括教材和一般图书（含教辅）。 

7、所属行业：传播与文化产业 

8、电话号码：025-5188 3301 

9、传真号码：025-5188 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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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互联网网址：www.phoenixmedia.cn 

11、电子信箱：dshbgs@jsbook.sina.net 

12、董事会秘书：徐云祥 

1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 

本公司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位 

陈海燕 董事长 

周斌 董事、总经理 

John Huan Zhao (赵令欢)  董事 

吴小平 董事 

孙真福 董事、副总经理 

黎雪 董事、副总经理 

刘健屏 董事、副总经理 

沈坤荣 独立董事 

徐小琴 独立董事 

张志强 独立董事 

冯辕 独立董事 

（2）监事 

本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位 

汪维宏 监事会主席 

郭文 股东代表监事 

亓越 职工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共有7名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周斌 董事、总经理 

孙真福 董事、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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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黎雪 董事、副总经理 

刘健屏 董事、副总经理 

佘江涛 副总经理 

徐云祥 董事会秘书 

吴小毓 财务总监 

 1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债券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出版集团的前身为江

苏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为经江苏省人民政府 2001 年 7 月 18 日下发的苏政复

[2001]119 号文批准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后经新闻出版总署 2004 年 8 月 30 日

下发的新出图[2004]1052 号文和江苏省人民政府 2005 年 2 月 7 日下发的苏政复

[2005]10 号文批准，于 2004 年 3 月 17 日更名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集团的注册地和主要营业地为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法定代表人为陈海燕，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 15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企业托管、资产重组、实物租赁，省政府授权的其它业务。出版集

团为国有独资公司。 

截至本次发行前，出版集团持有本公司 188,590 万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的 92.63%，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经苏亚审计，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版集团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2,052,884

万元，净资产为 955,454 万元，2010 年度净利润为 69,649 万元。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出版集团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2,211,237 万元，净资产为

977,203 万元，2011 年 1-6 月净利润为 15,870 万元。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江苏省人民政府。 

三、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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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A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东名称 

持股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股数（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出版集团（SS） 1,885,900,000 92.63% 1,835,000,000 72.11% 
自上市之日

锁定 36 个月 

弘毅投资 150,000,000 7.37% 150,000,000 5.89% 
自上市之日

锁定 12 个月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 
- - 50,900,000 2.00% 

自上市之日

锁定 36 个月 
本次网下发行

社会公众股 
- - 229,050,000 9.00% 

自上市之日

锁定 3 个月 

小计 2,035,900,000 100.00% 2,264,950,000 89.00%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网上发行

社会公众股 
- - 279,950,000 11.00% -

合计 2,035,900,000 100.00% 2,544,900,000 100.00% -

本次A股发行50,900万股。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同意江苏凤凰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部分转持的函》（苏财资[2011]29号），在本公司境内发行

A股并上市后，将本公司国有股股东出版集团持有的本公司5,090万股股份划转给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2、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前十大A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股） 持股比例

1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835,000,000 72.11%

2 弘毅投资产业一期基金（天津）（有限合伙） 150,000,000 5.89%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50,900,000 2.00%

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946,055 0.78%

5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54,108 0.67%

6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14,959,507 0.59%

7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9,973,004 0.39%

8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676,514 0.34%

9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477,054 0.33%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7,978,403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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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股） 持股比例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7,978,403 0.31%

 合计 2,130,843,048 83.73%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50,900万股 

二、发行价格：8.80元/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22,905万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

行27,995万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44.79亿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25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1]第13684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 

1、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16,074.93万元，包括： 

（1） 承销及保荐费用：13,117.80万元 

（2） 审计费用：1,357.00万元 

（3） 评估费用：580.80万元 

（4） 律师费用：328.75万元 

（5） 登记费用：70.45万元 

（6） 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用：404.10万元 

（7） 印花税：216.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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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0.32元。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43.18亿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25元（根据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

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按本公司2011

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0.14元（按照2010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将在募集资金

到账后两周内与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在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公开披露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2011年11月11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

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4、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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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1、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电  话：（010）6505 1166 

传  真：（010）6505 1156 

保荐代表人：孙雷、吕洪斌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认为，发行人申请其A股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A股

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江苏凤

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11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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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

公告书》之盖章页）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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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

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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