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

■ 2017年6月22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必康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79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6月21日接到

公司董事长周新基先生通知， 周新基本人于2017年6月19日至2017年6月21日期间增持了

本公司股份。 现将相关情况具体公告如下：

一、增持目的和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坚定投资者信心，结合对公司

价值的合理判断，公司董事长周新基先生计划自2017年5月25日起12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

5月2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董事

长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8）。

二、本次增持情况

姓名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均价（元

/股）

增持股数（股） 增持金额（元）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周新基 集中竞价 6月19日 29.0444 430,000 12,489,100.00 0.0281

周新基 集中竞价 6月21日 29.7317 2,740,000 81,464,895.60 0.1788

合计 — — — 3,170,000 93,953,995.60 0.2069

说明：上表中增持均价由增持金额（不含手续费）/增持股数计算而得,增持均价取值

保留四位小数。

截至目前，董事长周新基先生在本次增持计划中已累计增持3,17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2069%；累计增持金额为93,953,995.60元，增持均价为29.6385元/股。

三、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前，周新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6,576,0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1%；

本次增持后，周新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9,746,0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2%。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公司董事长周新基先生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3、周新基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严

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票、短线交易等违规行为。

4、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长周新基先生后续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严格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公告编号：

2017-057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2017

年度项目之

“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项目基本情况

由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

备有限公司作为课题牵头单位申报，与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清华大学、南京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机械科学研究院哈尔滨焊接研究所、东北大学共同承担的“新一代压水堆核岛用钢及

临氢化工大单重特厚板”项目经国家科技部公示通过，进入启动程序。

项目内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牵头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中央财政经费

（万元）

项目实施周

期

（年）

2017YFB0305300

新一代压水堆核岛用钢

及临氢化工大单重特厚

板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

电设备有限公司

赵天明 1135 4

二、对公司的影响

该重点专项是公司科研实力及技术积累的体现。

项目的实施，将获得经费支持、提高研发能力、加快技术进步；将使公司的科研制造能力覆盖核岛容

器材料及石化装备核心领域，进一步提高公司特种装备的科研制造能力；将增强公司竞争力和相关产品

市场占有率，进而提高盈利能力，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项目存在不能按期通过验收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6月22日

证券简称：东旭蓝天 证券代码：

000040

公告编号：

2017-64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安轩科技部分股权及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况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东旭新能源” 或“受让方” ）近日与王军、石宏鑫、杨炎、董志国、王青岩（下称“交

易对方” 或“转让方” ）签署了《关于上海安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合

作协议》（下称“本协议” ），东旭新能源拟以自有资金通过收购部分股权及增资的方式以

1800.00万元取得上海安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安轩科技” 或“目标公司” ）51%

股权。 本次收购是公司布局智能运维、人工智能、能源互联网领域，构建智慧能源产业链的

重要举措，目标公司拥有较强的电站智能管理及运维技术能力，可以提高公司智慧能源板

块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增厚公司业绩。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王军，身份证号码：341223********4911，住所为上海市闵行区莘浜路508弄5号，

工作单位为上海安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石宏鑫，身份证号码：340826********1019，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青年路

114号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06机械系，工作单位为上海安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3）杨炎，身份证号码：340521********5412，住所为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516号，工

作单位为上海安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4）董志国，身份证号码：341223********451X，住所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华苑产业园

区梅苑路2号，工作单位为上海安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5）王青岩，身份证号码：341223********1536，住所为安徽省涡阳县高公镇天庙行政

村高小桥自然村27号，工作单位为上海安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对方与公司关系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及其权属状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安轩科技46.45%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

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性转让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安轩科技情况

（1）安轩科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安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 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 石宏鑫

成立时间； 2013-05-28

经营范围：

从事自动化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自动化控制设备、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办公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

用产品）、电气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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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王军 持股比例为35%

石宏鑫 持股比例为17%

杨炎 持股比例为20%

王青岩 持股比例为13%

董志国 持股比例为12%

杨戈 持股比例为3%

（2）安轩科技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安轩科技的总资产为5,293,517.22元，净资产为4,267,933.65

元；2017年3月31日，安轩科技的总资产为5,676,426.76元，净资产为4,456,016.36元。 注：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安轩科技主要经营情况

1）安轩科技主营业务

安轩科技以电站智能运维业务为核心，通过对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信息、互

联网、新能源等技术的跨界融合，有效的实现了光伏电站的智能运维、高效发电及安全运

行。

2）安轩科技主要产品

智能运维云平台。 通过云平台实现对电站设备和发电量的监控，通过模型对电站的故

障进行预警和处理；

智能运维机器人。 机器人可实现电站的智能高效清扫和运维；机器人生产采用军工生

产的工艺和质量管理体系，经严格的环境测试和工厂的生产检验标准，可有效提升发电效

量3%--28%。

安轩科技的相关产品已通过了ISO9001、CE认证，国家光伏质检中心认证，并先后远

销印度、伊朗、法国和意大利。

3）安轩科技知识产权

安轩科技作为一家专注于电站智能运维的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已拥有发明专利5项

（申请授权中），实用新型专利5项，软件著作权授权5项，商标1项。

四、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受让方以合计1500.00万元受让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安轩科技46.45%股权，即王军持

有的目标公司21.15%的股权；杨炎持有的目标公司9.95%的股权；董志国持有的目标公司

3.96%的股权；石宏鑫持有的目标公司6.44%的股权；王青岩持有的目标公司4.96%的股权，

并以人民币300.00万元对安轩科技进行增资，股权收购和增资完成后，受让方持有安轩科

技51%股权。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系以目前能源互联网、机器人版块及人工智能产业的估值为参考，并根

据目标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状况、经营情况和研发能力等综合因素，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

易对方充分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

1.行业发展状况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随着2020年光伏发电在用电侧将实现平价上网，智能运维

将会强力冲击传统运维市场，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为支撑的智能运

维将在政策的扶持下爆发性增长。

2.经营情况

安轩科技在行业的理解、研发能力、用户拓展、产品改进上拥有较强的优势。 目前安轩

科技拥有的客户资源超过100多家、服务的电站超过400多个，是目前唯一一家从事钢铁

厂、化工厂和汽车零部件厂等光伏电站清扫工艺研发和服务的公司，同时也是目前唯一一

家以机器人为平台从事电站智能运维系统开发的公司。 至2017年底，安轩科技提供运维

服务的电站规模预计累积将超过1GW。

3.研发能力

交易标的核心技术团队来着上海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安轩科技自设立以来作为一家

专注于电站智能运维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拥有发明专利5项（申请授权中），实用新型

专利5项，软件著作权授权5项。 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目前已形成绿色能源、绿色环境及绿色新城协同发展的业务布局，本次收购是

公司布局智能运维、人工智能领域，构建智慧能源产业链的重要举措；目标公司业务与公司

的战略具有协同性，可以加快公司战略布局，业务前景可期。

2.目标公司拥有较强的电站智能管理及运维技术能力，管理团队具有产业背景，并荣

获多项殊荣，产品技术先进可靠、黏性高、远销多个国家，客户资源多，成长空间大，可以提

高公司智慧能源板块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能够为公司业绩增厚。

七、备查文件

1.《关于上海安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869

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18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6月21日（周三）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6月2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6月21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6月20日下午15:00至2017年6月

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清华信息港综合楼二楼多功能厅一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瑞发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7年6月15日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

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人，代表股份数量50,600,3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9545%。其

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共15人， 代表股份数量50,594,79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9497%。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

表决。

（2）网络投票情况：

在本次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共3人，代表股份数量5,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48%。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中伦（深

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林枫、朱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6月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07）、《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08）。

1、提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1）《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佛山金溢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9,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本提案获得通过。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9,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本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8,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8%；反对：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0%。

本提案获得通过。

（4）《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8,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8%；反对：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0%。

本提案获得通过。

（5）《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9,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本提案获得通过。

（6）《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9,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本提案获得通过。

（7）《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8,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8%；反对：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0%。

本提案获得通过。

（8）《关于修改<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8,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8%；反对：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0%。

本提案获得通过。

（9）《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4,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反对：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89%。

本提案获得通过。

（10）《关于修改<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8,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8%；反对：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0%。

本提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9,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本提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制定<董事及监事选举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5,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1%；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9%。

本提案获得通过。

（13）《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9,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本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黄林枫律师、朱强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21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R2017SH1000307】

上海液化石油气特种物流有限公司部分资产（7辆

轻型厢式货车）

详见交易所网站 87.5511

【Z317SH10G0059-2】 万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债权

注册资本：112985.00�万元

经营范围：化纤、纺织品、热电能力制造、生产、销售；机械加

工；建筑安装；仓储服务；工业窑炉设计、施工、安装；货物、技术进

出口。

12888.2600

【Q317SH1014730】 上海兴康电器厂100%产权 198.49 189.46

注册资本：21.60�万元

经营范围：五金电器，玻璃钢制品，配电箱盘合电机电器，木制

品

151.5708

【G32017SH1000178】 上海交大科技园有限公司21.13%股权 77314.18 75719.08

注册资本：14200.00�万元

经营范围：科技园开发与管理，科技产业投资与管理，电子、通

信、网络、生物、医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16000.0000

【G32017SH1000170】

杭州伟量机电五金市场有限公司20%股权及转让

方对标的企业2,283.1373万元债权

124754.69 113780.10

注册资本：24436.83�万元

经营范围：杭州伟量机电五金市场的开发、建设、经营及提供

相应的配套服务

25509.0000

【G32017SH1000029-2】

大连中土畜富威格木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中

土畜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对标的企业5708.88万元债

权

8542.55 1686.05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各种木制地板、家具部件、装饰材料及原木加工；货

物、技术进出口；原木、板材的进口批发。

6655.4370

【G316SH1008678-2】 国华太仓能源有限公司60%股权 1115.44 1115.44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发电项目的投资；热力及电力设备安装、调试、检

修；电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635.8100

【G316SH1008677-2】

国华荣伟太仓能源有限公司60%股权及转让方对

标的公司63491万元债权

77099.14 13749.52

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发电项目的投资；热力及电力设备安装及调试、检

修；电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68153.6800

G32017SH1000177-0

五矿桂阳锡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

的公司28092.87万元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176-0

无锡灵山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转让方对标的公司相关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175-0

无锡金丰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

的公司相关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172-0 上海未来宽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171-0 上海未来宽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7%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169-0

港中旅国际（无锡）旅行社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366.41万元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中小企业投融资对接会公告

为充分发挥产权市场资本性、权益性资本市场功能，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灵活、便捷的投融资服务，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联合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定于6月26日举办中小企业投融资对接会。 本次对接会以服务中小企业投融资为主

题，精选了数十宗投资项目，邀请了知名专家讲解中小企业融资的解决方案，安排了现场路演。

诚邀莅临。

会议安排：

（1）会议时间：6月26日13:30-15:30；

（2）会议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联合产权大厦209会议室；

现场另有股权转让、资产转让、企业增资等多类项目推介材料，敬请关注。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三孚股份”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3,755.6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

监许可[2017]82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龙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三孚股份” ，股票代码为“603938” 。

本次发行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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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64元 / 股。发

行数量为 3,755.66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300.06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61.24%；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55.6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8.76%。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75.56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380.1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T+2 日）结

束。

一、网上网下缴款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3,729,04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25,148,022.7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1,95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93,617.28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751,40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6,163,553.8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19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0,430.16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股）

应缴纳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沈云雷 沈云雷 466 4,492.24 466

2 谢仁国 谢仁国 466 4,492.24 466

3

浙江省水利水电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浙江省水利水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66 4,492.24 466

4 程万青 程万青 466 4,492.24 466

5 上海淘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淘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淘利指数挂

钩 3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66 4,492.24 466

6 李海清 李海清 466 4,492.24 466

7 阮元 阮元 466 4,492.24 466

8 孙洁 孙洁 466 4,492.24 466

9 杜辉雯 杜辉雯 466 4,492.24 466

合 计 4,194 40,430.16 4,194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及无效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

销， 本次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76,146 股， 包销金额为 734,047.44

元，包销比例为 0.20274998%。

2017 年 6 月 22 日（T+4 日），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50934080、021-50934087

联系人：华龙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22

日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884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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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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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发行人和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新股2,5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00万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8.93元/股。

发行人于2017年6月2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君禾股份” 股票1,00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17年6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17年6月23日（T+2日）16:00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17年6月2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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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

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217,048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85,521,292,

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169299%。配号总数为85,521,292个，号

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85,521,29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认购倍数8,552.13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规模的50%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25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0263092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于2017年6月2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778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

于2017年6月2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2日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2,56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889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 2,567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540.2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26.8 万

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7 年 6 月 23 日（周五）上午 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

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T-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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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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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7-111)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7年06月20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7年06

月23日。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详

情请查询信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信

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45908�

20.44693�

31.68774�

14.06683�

11.04097�

13.72348�

11.11482�

13.59959�

9.75490�

5.68524�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遗 失 声 明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莆田为民路证

券营业部不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证

券业务许可证正 、 副本遗失 ， 编号：

13501041，流水号：000000006122，本证

有效期：2014年09月26日至2017年09月

26日。 特此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