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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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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南山铝业”或“公
司”）本次发行经公司2017年9月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2017年
11月30日召开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5月24日召开
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配股比例的议案》。公司
2018年10月1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配
股价格的议案》。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南山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16号）文件核准。
2、本次配股简称：南山配股；代码：700219；配股价格：1.70元/股。
3、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8年10月24日（T+1日）至2018年10月30日（T+5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
时间。
4、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18年10月31日（T+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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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清算，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2018年11月1日（T+7日）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5、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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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9日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
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 元。
3、配售比例及数量：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2018 年 10 月 23 日（T 日）下
午上交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 9,251,102,895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售 3 股的比
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可配股数量总计为 2,775,330,868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总股数为 7,087,960,902 股，可配售 2,126,388,271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总数为 2,163,141,993 股，可配售 648,942,597 股。
4、募集资金用途：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0.00 万元（含发
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投资“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 100 万
吨氧化铝项目”。在本次配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
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5、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1.70 元/股。
6、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
资子公司山东怡力电业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将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
本次配股的可配售股份。
7、发行对象：
（1）网上发行对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指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8 年
10 月 23 日（T 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股东。
（2）网下发行对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指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8 年
10 月 23 日（T 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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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行方式：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下定价方式发行，由主承销商负责
组织实施。
9、承销方式：代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T-2 日

2018 年 10 月 19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告、
网上路演公告

T-1 日

2018 年 10 月 22 日

网上路演

T日

2018 年 10 月 23 日

股权登记日

T+1 日至
T+5 日

2018 年 10 月 24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0 日

T+6 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

停牌安排

正常交易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公告（5 次，网上配股截止于
T+5 日 15:00）

全天停牌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验资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T+7 日

2018 年 11 月 1 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
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本次配股发行的股权登记日及缴款期，香港联交所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日是一致的，不会因两个交易所的交易日不一致给投资者带来损
失。
注 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
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2018 年 10 月 24 日（T+1 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30 日（T+5 日）的上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配股缴款方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
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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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配股代码“700219”，配股简称“南山配股”，配股价格 1.70 元/股。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有关规则
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南山配股”可配证券余额），
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
足 1 股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
（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配股票数量加总与可配股票总
数量一致。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
的，对配售股份不足 1 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
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在配股缴款期内，股
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原股东所
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2）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山东怡力电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
（T+5 日）15:00 前向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划付认购资金，同时将《山
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下认购表》传真（传真号码：021-60933184、
021-60933197）或现场送达（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号证大五道口
广场 1 号楼 15 层资本市场部）至国信证券，并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网下认购表》电子版及其附件扫描件（法人营业执照或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股东账户卡、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需）、
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以邮件形式发送至 fumiaoq@guosen.com.cn，确认电
话：021-6093693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股资金请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下述收款银行账户：
户名：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港支行

账号：

4000029129200448871

联行行号：

27708291

大额系统行号：

102584002910

开户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国际商品交易大厦一楼

开户行联系人：

凌燕

银行查询电话：

0755-82461390、82462546

银行传真：

0755-82461390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xxxx 认购南山铝业配股”字样，请确保认购资金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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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30 日（T+5 日）15:00 之前到达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未按上
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认购为无效认购。敬请留意款项在途时间，以免延误。

三、发行人、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1、发行人：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镇前宋村
电话：0535-8616188
联系人：隋冠男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 层至 26 层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20 层
电话：021-6093693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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