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京沪高铁 股票代码：６０１８１６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
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提示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沪高铁公司”、“发行人 ”、“本公司 ”或 “公

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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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份锁定及限售承诺
（一）实际控制人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国铁集团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如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６个月。 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
股份数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三、如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有收入归发行人所有。 若本公司因未
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向发行人及其他投资者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

（二）控股股东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铁投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如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６个月。 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
股份数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三、如本公司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有收入归发行人所有。 若本公司因
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向发行人及其他投资者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三）公司其他股东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股东平安资管、上海申铁、江苏铁路、南京铁投、山东铁投、天津铁投、中银投资、

京投公司、安徽投资、河北建投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如本公司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有收入归发行人所有。 若本公司因

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向发行人及其他投资者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公司股东社保基金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三、本次发行前持股５％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
（一）控股股东的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
中国铁投就所持本公司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１、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公司将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结合证

券市场整体状况、发行人经营业绩及股票走势、本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等具体情况确定是否
进行减持。

２、如本公司确定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本公司届时将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提前将减
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
公告之日起３个交易日后，本公司可以减持发行人股份。

３、本公司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将按照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要求实施。 如有关法律、法规、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证券交易所规则发
生变化，以届时有效的规定为准。 ”

（二）本次发行前其他持股５％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
作为发行前持股５％以上的股东平安资管就所持本公司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

诺如下：
“１、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即发行人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后，本公司

将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结合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发行人经营业绩及股票走势、京沪计划
及其受益人的自身需要等具体情况确定是否进行减持。

２、如本公司确定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本公司届时将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提前将减
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
公告之日起３个交易日后，本公司可以减持发行人股份。

３、本公司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将按照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要求实施。 如有关法律、法规、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证券交易所规则发
生变化，以届时有效的规定为准。 ”

作为发行前持股５％以上的股东社保基金就所持本公司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
诺如下：

“１、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将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结合证
券市场整体状况、发行人经营业绩及股票走势、本单位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等具体情况自主
决策确定是否进行减持。

２、如本单位在作为发行人５％以上股东期间确定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本单位届时将
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
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３个交易日后，本单位可以减持发行人股份。

３、本单位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将按照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要求实施。 如有关法律、法规、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证券交易所规则发
生变化，以届时有效的规定为准。 ”

作为发行前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上海申铁就所持本公司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
诺如下：

“１、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公司将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结合证
券市场整体状况、发行人经营业绩及股票走势、本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等具体情况确定是否
进行减持。

２、如本公司确定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本公司届时将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提前将减
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
公告之日起３个交易日后，本公司可以减持发行人股份。

３、本公司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将按照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要求实施。 如有关法律、法规、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证券交易所规则发
生变化，以届时有效的规定为准。 ”

四、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前提
在公司Ａ股股票上市后三年内， 如果公司Ａ股股票收盘价格连续２０个交易日低于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且公司情况同时满足监管机构对于回购、增持等股本变动行为
的规定，则触发控股股东、除独立董事和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以外的董事（以下简
称“相关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增持义务（简称“触发增持义务”）。

（二）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
１、公司控股股东增持
控股股东在触发增持义务后的１０个交易日内，应根据实际情况就其是否有增持公司Ａ

股股票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公告。 若本公司控股股东决定增持股份的，
具体增持计划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拟增持的本公司Ａ股股票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及完
成期限等信息，并通过发行人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增持价格不超过发行人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控股股东单次用于增持的资金总额原则上不低于２０，０００万元。

２、公司回购
如控股股东未如期公告前述具体增持计划，或明确表示未有增持计划的，则公司董事会

应在首次触发增持义务后的２０个交易日内，公告是否有股份回购计划，若有股份回购计划，
应召开股东大会。 公司回购股份的议案至少包含以下内容：回购目的、方式，价格或价格区
间、定价原则，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其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
额及资金来源，回购期限，预计回购股份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管理层对回购股份对
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报告。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原则上不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原则上不低于２０，０００万元。

３、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如公司董事会未如期公告前述股份回购计划， 或因各种原因导致前述股份回购计划

未能通过股东大会的，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其首次触发增持义务后的３０个交易日
内（如期间存在Ｎ个交易日限制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则相关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应在首次触发增持义务后的３０＋Ｎ个交易日内）或前述股份回购计划未能通过股东大
会后的１０个交易日内（如期间存在Ｎ个交易日限制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则相
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前述股份增持计划未能通过股东大会后的１０＋Ｎ个交易日内）增持
本公司Ａ股股票，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各自累计增持金额原则上不低于其上一年度自
公司获得的薪酬总额的１０％。

前述三项任一增持或回购措施实施完毕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 公司应将稳定股价措
施实施情况予以公告。 在履行完毕前述三项任一增持或回购措施后的１２０个交易日内，控
股股东、公司、相关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增持或回购义务自动解除。 从履行完毕前述三
项任一增持或回购措施后第１２１个交易日开始，如公司股票价格再度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
施的条件，则控股股东、公司、相关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增持或回购义务再度启动。

（三）稳定公司股价的解除
自稳定股价条件满足后，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

承诺履行完毕，本次稳定股价方案终止执行：
１、本公司Ａ股股票连续５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不低于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２、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四）相关惩罚措施
１、对于控股股东，如已公告增持具体计划但由于主观原因不能实际履行，则公司应将与

控股股东履行其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应付控股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截留， 直至控股股东履行
其增持义务；如已经连续两次触发增持义务而控股股东均未能提出具体增持计划，则公司可
将与控股股东履行其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应付控股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用于股份回购计
划，控股股东丧失对相应金额现金分红的追索权；如对公司董事会提出的股份回购计划投弃
权票或反对票， 则公司可将与控股股东履行其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应付控股股东现金分红
予以截留用于下次股份回购计划，控股股东丧失对相应金额现金分红的追索权。

２、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主动履行其增持义务，如个人在任职期间因主观原因未
能按本预案的相关约定履行其增持义务， 则公司应将与其履行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工资
薪酬代其履行增持义务；如个人在任职期间连续两次未能主动履行其增持义务，由控股股
东或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更换相关董事，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解聘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３、如因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等证券监管法规对于社会公众股股东最低持股比例
的规定导致控股股东、公司、相关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履行其增持或回
购义务的，相关责任主体可免于前述惩罚，但亦应积极采取其他措施稳定股价。

五、关于招股说明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情况的承诺
（一）发行人信息披露责任承诺
发行人承诺如下：
“１、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对招股说明

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２、若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且该等情形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
的，发行人按如下方式依法回购本次发行的全部新股：

（１）若上述情形发生于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新股已完成发行但未上市交易的阶段内，则
发行人将把本次发行上市的募集资金， 于有权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
或生效判决后５个工作日内，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已缴纳股票申购款
的投资者。

（２）若上述情形发生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新股已完成上市交易之后，发行人将在
有权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后１５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
制订针对本次发行上市的新股之股份回购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将按照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份回购具体方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回购本次发行的全
部新股， 回购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公司股票发行价加算股票发行后至回购时相关
期间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价格。 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至回购
前有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相应进行
除权、除息调整。

３、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
易中遭受损失的， 发行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
效判决，依法及时足额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若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则发行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
求承担相应的责任。 ”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信息披露责任承诺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１、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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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因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并违法事实已由监管部门作出认定，本人承
诺将督促发行人履行股份回购事宜的决策程序，并就该等股份回购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３、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并已由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
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的， 本人将依据该等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主体
范围、赔偿标准、赔偿金额等赔偿投资者实际遭受的直接损失。 ”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信息披露责任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铁投承诺如下：

“一、因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并违法事实已由监管部门作出认定，本公司承
诺将督促发行人履行股份回购事宜的决策程序，并就该等股份回购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二、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
遭受损失的， 并已由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
认定或生效判决的，本公司将依据该等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主体范围、赔偿标
准、赔偿金额等赔偿投资者实际遭受的直接损失。 ”

（四）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责任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国铁集团承诺如下：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

易中遭受损失的， 并已由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
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的，本公司将依据该等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主体范围、赔
偿标准、赔偿金额等赔偿投资者实际遭受的直接损失。 ”

（五）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关于出具文件的承诺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承诺：“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
资者损失。 ”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承诺：“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承诺：“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发行人律师金杜律师承诺：“如因本所为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
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经司法机关
生效判决认定后，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因本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所载内容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而遭受的损失。 ”

发行人会计师天职会计师承诺：“因本所为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 ”

发行人资产评估机构中企华承诺：“因本机构为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发行人土地评估机构华源龙泰承诺：“因本机构为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承诺
（一）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
公司采取以下措施来应对本次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但是需要提示投资者的是，制

定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 具体措施如下：
１、巩固和发展主营业务，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将坚持改革创新，巩固和发展铁路运输主业，加强市场拓展与产业链延伸，提升

企业资源配置的规模经济效益，积极探索以下措施改善业绩，包括根据市场情况合理提高
京沪高铁公司、标的公司线路列车开行数量；加大资产经营开发力度，进一步提升上市公
司盈利能力。

２、加强企业内部控制，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公司将在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不断完善服务质量管理的同时，在日常运营中加

强内部成本和费用控制，充分利用资源，不断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３、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

中。 公司将定期检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加强对募投项目的监管，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
合法的使用。

４、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
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
行使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５、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机制和回报规划，进一步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

策，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等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股票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中关于利润
分配政策条款进行了修订，并制定了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将严格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积极对股东给予回报，
确保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

（二）控股股东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铁投就京沪高铁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填补回报措施等相关事项，

出具承诺如下：
“一、作为控股股东，不越权干预发行人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发行人利益。
二、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相关规定，积极采取一

切必要、合理措施，使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三、如本公司未能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使上述承诺能够重新得到

履行并使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公开说
明未能履行上述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及公众投资者道歉。 ”

（三）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

切实履行作出承诺，如下：
“１、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

害公司利益。
２、承诺对个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３、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４、承诺将积极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５、承诺如公司未来制定、修改股权激励方案，本人将积极促使未来股权激励方案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６、承诺本人将根据未来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出台的相关规

定，积极采取一切必要、合理措施，使上述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７、本承诺出具后，如监管部门就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规定作出其他要求的，且

上述承诺不能满足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相关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

等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
七、相关主体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一）发行人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１、发行人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就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出具的承诺具体如下：
“发行人将严格履行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 积极接受社会监

督。
（１）如发行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发行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发行人将采
取以下措施：

１）及时、充分披露发行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向发行人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的

权益；
３）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２）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发行人无法控制的客观

原因导致发行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发行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及时、充分披露发行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向发行人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的

权益。 ”
２、发行人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就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出具的承诺具

体如下：
“本人将严格履行本人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所作出

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１）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

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人将采取以下
措施：

１）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

２）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
的权益；

３）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４）如本人未能按照稳定股价预案所述提出具体增持计划，或未按披露的增持计划实

施，则本人不可撤回的授权发行人将本人上年度从发行人领取的薪酬总额的１０％予以扣留
并代本人履行增持义务；

５）本人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发行人，因此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
法对发行人或投资者进行赔偿，并按照下述程序进行赔偿：

本人若从发行人处领取薪酬的，则同意发行人停止向本人发放薪酬，并将此直接用于
执行本人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发行人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２）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
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

２）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
的权益。 ”

３、发行人独立董事、监事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独立董事和监事就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出具的承诺具体如下：
“本人将严格履行本人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所作出

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１）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

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人将采取以下
措施：

１）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

２）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
的权益；

３）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４）本人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发行人，因此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

法对发行人或投资者进行赔偿，并按照下述程序进行赔偿：
本人若从发行人处领取薪酬的，则同意发行人停止向本人发放薪酬，并将此直接用于

执行本人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发行人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２）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

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
２）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

的权益。 ”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中国铁投就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出具的承诺具体如下：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

会监督。
一、如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公司将采
取以下措施：

１、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
原因；

２、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
的权益；

３、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４、本公司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发行人，因此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

依法对发行人或投资者进行赔偿，并按照下述程序进行赔偿：
（１） 将本公司应得的现金分红由发行人直接用于执行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未履

行承诺而给发行人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２）若本公司在未完全履行承诺或赔偿完毕前进行股份减持，则需将减持所获资金交

由发行人董事会监管并专项用于履行承诺或用于赔偿， 直至本公司承诺履行完毕或弥补
完发行人、投资者的损失为止。

二、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
原因导致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

原因；
２、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

的权益。 ”
八、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承诺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具有合法性、合理

性、有效性。 发行人律师认为，上述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具有合
法性。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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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股说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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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发行与上市业务指南》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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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２８８５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本公司Ａ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０〕２０号”文批准。 本
公司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京沪高铁”，股票代码“６０１８１６”。

四、股票上市概况
１、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
３、股票简称：京沪高铁
４、股票代码：６０１８１６
５、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４９，１０６，４８４，６１１股
６、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６，２８５，６３０，０００股
７、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２，６０４，２１０，２６７股
８、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以及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

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９、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中，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３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７０％的股份锁定期
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战略投资者获配股
份中，１５．３３％的股份锁定期为３６个月，８４．６７％的股份锁定期为１２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０、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上市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中文名称：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ｏ．，Ｌｔｄ
中文简称：京沪高铁
２、法定代表人：刘洪润
３、成立日期：２００８年１月９日
４、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４，２８２，０８５．４６１１万元
５、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５号院１号写字楼第三、四层
６、经营范围：京沪高速铁路建设，旅客运输业务；咨询服务、设备物资采购及销售、物

业管理、物流、仓储、停车场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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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７、主营业务：高铁旅客运输，具体主要包括：（１）为乘坐担当列车的旅客提供高铁运输
服务并收取票价款；（２）其他铁路运输企业担当的列车在京沪高速铁路上运行时，向其提
供线路使用、接触网使用等服务并收取相应费用等。

８、所属行业：铁路运输业中细分的高铁运输行业
９、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１８９６３９９
１０、传真号码：０１０－５１８９６３９８
１１、互联网网址：ｗｗｗ．ｃｒ－ｊｈ．ｃｎ
１２、电子信箱：ｊｈｇｔｇｓ＠ｙｅａｈ．ｎｅｔ
１３、董事会秘书：赵非
１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董事
公司董事会由１１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４名。 公司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每届

任期三年，并可连选连任。 独立董事连续任期不得超过６年。 公司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本届任期起止时间

１ 刘洪润 董事长 中国铁投 ２０１９．７．２４－２０２２．６．２７
２ 邵长虹 副董事长 中国铁投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３ 万放 副董事长 平安资管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４ 黄桂章 董事 中国铁投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５ 吴铁鸿 董事 社保基金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６ 钱永祥 董事 江苏铁路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７ 侯日根 职工董事 －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８ 林义相 独立董事 平安资管、社保基金、中银投资 ２０１９．９．２５－２０２２．６．２７
９ 王玉亮 独立董事 山东铁投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１０ 张星臣 独立董事 中国铁投 ２０１９．１０．１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１１ 李世辉 独立董事 中国铁投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２）监事
公司监事会由７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３名。 公司除职工代表监事之外的监事由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并可连选连
任。 公司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本届任期起止时间

１ 龚建中 监事会主席 中银投资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２ 王洪刚 监事会副主席 上海申铁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３ 兰晓明 监事 京投公司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４ 王欣 监事 天津铁投 ２０１９．９．２５－２０２２．６．２７
５ 卫荣格 职工监事 －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６ 郑勇 职工监事 －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７ 盛大军 职工监事 －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３）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５名，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本届任期起止时间

１ 邵长虹 总经理 中国铁投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２ 刘学文 副总经理 总经理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３ 温伟明 总会计师 总经理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４ 王永平 副总经理 总经理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５ 赵非 董事会秘书 董事长 ２０１９．６．２８－２０２２．６．２７

１５、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债券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国铁投持有公司４３．３９％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国铁投成立

于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注册资本为８，９９８，９８４．３３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黄桂章，注册地址为北京市
海淀区玲珑路９号院东区５号楼１１０１，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是国铁集团直属
全资子公司。中国铁投以促进国铁资本合理流动、提高资本运营质量为导向，遵循市场规律，
为铁路高质量发展持续提供强有力专业服务支撑， 业务领域涵盖建设项目投融资、 投资开
发、资产管理、土地综合开发、铁路资产资源开发、金融服务、铁路保险、平台交易等。

国铁集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国铁集团前身为原中国铁路总公司，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８日，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原中国铁路总公司改制成立国铁集团，注册资本为１７３，９５０，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陆东福，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１０号，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国铁集团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挥，统筹安排路网性运力资源配置，承担
国家规定的公益性运输任务，负责铁路行业运输收入清算和收入进款管理；自觉接受行政
监管和公众监督，负责国家铁路新线投产运营的安全评估，保证运输安全，提升服务质量，
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坚持高质量发展，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
本做强做优做大。

三、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１、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４，２８２，０８５．４６１１万股，本次发行股数为６２８，５６３．００万股Ａ

股。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股东
发行前 发行后

限售条件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Ａ股流通股

中国铁投（ＳＳ） ２１，３０６，４７７，９９６ ４９．７６％ ２１，３０６，４７７，９９６ ４３．３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平安资管 ４，８９９，５６０，４９５ １１．４４％ ４，８９９，５６０，４９５ ９．９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社保基金（ＳＳ） ３，０６２，２２５，３０９ ７．１５％ ３，０６２，２２５，３０９ ６．２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上海申铁（ＳＳ） ２，２４５，６７０，３４５ ５．２４％ ２，２４５，６７０，３４５ ４．５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江苏铁路（ＳＳ） ２，０９６，２４７，１９３ ４．９０％ ２，４４４，６０７，８４８ ４．９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南京铁投（ＳＳ） １，９８６，７８３，３５６ ４．６４％ ２，１５０，７１７，７８２ ４．３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山东铁投（ＳＳ） １，８５３，０４８，６５８ ４．３３％ １，８５３，０４８，６５８ ３．７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天津铁投（ＳＳ） １，８０３，０２４，０５４ ４．２１％ １，９２５，９７４，８７３ ３．９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中银投资（ＣＳ） １，５９７，６８２，７７０ ３．７３％ １，５９７，６８２，７７０ ３．２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京投公司（ＳＳ） ８６６，７６０，５４７ ２．０２％ ８６６，７６０，５４７ １．７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安徽投资（ＳＳ） ５６２，３５３，３３３ １．３１％ ７２６，２８７，７５９ １．４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河北建投（ＳＳ） ５４１，０２０，５５５ １．２６％ ５４１，０２０，５５５ １．１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战略配售部分 （不含老
股东认购 的战 略配售
部分）

－ － ２，２７４，５９０，１５８ ４．６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或３６个月

网下发行有 限售 条件
部分 － － ６０７，６４９，２４９ １．２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６个月

合计 ４２，８２０，８５４，６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６，５０２，２７４，３４４ ９４．７０％ －
二、无限售条件的Ａ股流通股

网下发行无 限售 条件
部分 － － ２６０，４２０，２６７ ０．５３％ 无限售条件

网上发行部分 － － ２，３４３，７９０，０００ ４．７７％ 无限售条件

合计 － － ２，６０４，２１０，２６７ ５．３０％ －
总合计 ４２，８２０，８５４，６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１０６，４８４，６１１ １００．００％ －

注１：公司老股东江苏铁路、南京铁投、天津铁投、安徽投资作为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最终获配股份数量分别为３４８，３６０，６５５股、１６３，９３４，４２６股、１２２，９５０，８１９股和１６３，９３４，４２６股，
均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注２：网上、网下发行部分含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由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
券、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包销的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流通股有限售条件股份中有关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及锁定期安排具
体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锁定期

１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８，３６０，６５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２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１６３，９３４，４２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３ 南京铁路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３，９３４，４２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４ 天津铁路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２，９５０，８１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５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５，４０９，８３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６ 四川交投产融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４０９，８３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７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１，９６７，２１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８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８１，９６７，２１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９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８，３６０，６５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０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１６３，９３４，４２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１ 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２，４５９，０１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２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２，９５０，８１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１３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１，９６７，２１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１４ 华夏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１２２，９５０，８１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５ 嘉实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１０２，４５９，０１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６ 南方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１４３，４４２，６２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７ 易方达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１１４，７５４，０９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８ 招商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１１２，７０４，９１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９ 汇添富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１０２，４５９，０１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２０ 国新央企运营（广州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 １０２，４５９，０１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２１ 淡马锡富敦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３，９３４，４２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合计 ３，０７３，７７０，４８４ －

２、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１，５７７，６４９名，其中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１ 中国铁投（ＳＳ） ２，１３０，６４７．７９９６ ４３．３９％

２ 平安资管 ４８９，９５６．０４９５ ９．９８％

３ 社保基金（ＳＳ） ３０６，２２２．５３０９ ６．２４％

４ 江苏铁路（ＳＳ） ２４４，４６０．７８４８ ４．９８％

５ 上海申铁（ＳＳ） ２２４，５６７．０３４５ ４．５７％

６ 南京铁投（ＳＳ） ２１５，０７１．７７８２ ４．３８％

７ 天津铁投（ＳＳ） １９２，５９７．４８７３ ３．９２％

８ 山东铁投（ＳＳ） １８５，３０４．８６５８ ３．７７％

９ 中银投资（ＣＳ） １５９，７６８．２７７０ ３．２５％

１０ 京投公司（ＳＳ） ８６，６７６．０５４７ １．７７％

合计 ４，２３５，２７２．６６２３ ８６．２５％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６２８，５６３．００万股
二、发行价格：４．８８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
四、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

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０７３，７７０，４８４股，网下发行最终股票数量为８６８，０６９，５１６股，其中网
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２６０，４２０，２６７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
为６０７，６４９，２４９股，网上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２，３４３，７９０，０００股。 回拨后网上发行最终发
行股票数量与网下无锁定期部分的比例约为９０％：１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０．７８９２３５３８％，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２６．７０倍。 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购１０２，６１２股，网上投
资者弃购１３，３５０，４３２股，合计１３，４５３，０４４股，由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证券、中
金公司包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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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６７，３８７．４４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３，０６３，３５４．１２万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出具了天职业字［２０２０］１４３９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４，０３３．３２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保荐和承销费用 １，７３６．２６

２ 审计与验资费用 ３６２．２６

３ 律师费用 １４１．５１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６７９．２５

５ 发行手续费用 ３４８．０２

６ 印花税 ７６６．０３
合计 ４，０３３．３２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费用，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０．００６４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

数计算）。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３，０６３，３５４．１２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３．８７６６元（按公司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０．２１元（按公司２０１８年度经审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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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本次发行后市盈率：２３．３９倍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和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的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６
年度、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和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
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天职业字［２０１９］２９０６５
号）。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
明书，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发行人以业务开展情况作为依据， 对２０１９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２０１９年度经营业绩
数据预计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预计数 同比增长率

营业收入 ３１１．５８ ３１５．００－３３０．００ １．１０－５．９１

营业利润 １３６．６３ １４７．００－１６０．００ ７．５９－１７．１０

利润总额 １３６．６４ １４７．００－１６０．００ ７．５８－１７．０９

净利润 １０２．４８ 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７．３４－１７．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２．４８ 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７．３４－１７．１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２．４７ １０９．７０－１１９．７０ ７．０５－１６．８１

上述数据仅为公司对２０１９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构成盈利预测和业绩承诺。 发行人
的核心业务、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经营业务和业绩水准仍处于正常状态，预计
不会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 １１０９０７５３１９１０８１６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１１０９０７５３１９１０８１６，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专户余额为３，０６５，８２４．８０８６６２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收购京福安徽
公司６５．０７５９％股权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 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
款方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
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
让。 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晨宁、刘先丰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
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１０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并抄送给丙
方。

六、甲方１次或１２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２０％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 ／ 邮
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的授
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三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并销户之日起
失效。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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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

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４、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重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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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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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１３、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６６号４号楼
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３３
传真：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１
保荐代表人：王晨宁、刘先丰
项目协办人：黄多
项目经办人：赵启、元德江、吴雨翘、吴晓峰、王建、洪悦、许文馨、方万紫、田九玺、万佥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
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京沪高速铁
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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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刘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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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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