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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上海复旦临床病理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广东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复旦临床病理诊断中心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职工人数：10
经营范围：病理科,病理诊断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技术培训,病理设备及耗材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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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上海复旦医疗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50%
拟新增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为500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增资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复旦病理中心持续发展之用，结合复
旦病理中心现状，增资大部分资金将用于复旦病理中心搬迁、场地租赁装修、仪器设
备添置采购等。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若出现以下情形，本项目终结：1、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
格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需求，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
协议》达成一致；3、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上海复旦医疗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金额500万元，股权比例50%；新股
东，出资金额500万元，股权比例5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根据 《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 规范管理高效科技产业的指导意见》（教技发
[2005]2号）文件的精神，复旦病理中心完成本次增资后，将存在随时被复旦大学要求
取消“复旦” 商号冠名的可能性，投资人必须无条件接受此项条件，届时根据复旦大
学日后提出的要求，配合原股东完成对增资后复旦病理中心的更名工作。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8-28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增资企业：广东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 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保险业职工人数：9
经营范围：经营保险经纪业务（具体经营项目以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经
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为准。
股权结构：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经上级单位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60%
拟新增注册资本：共计4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满足全国性保险经纪机构的注册资本限额要求， 补充注册资本
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达成条件：征集到符合增资条件的投资人并经增资人确定为最终投资人，且最终
投资人接受全部增资公告的内容并与增资人签订《增资协议》。
终结条件： 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或挂牌期间未征集到符合增资条件的意向
投资人。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40%，新进股东持股
比例为6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本次增资拟增加注册资金合计4000万元，其中
1000万元由公司原股东进场认购，新进股东增加注册资金3000万元。 2、本次增资
拟征集投资方数量：1个。 3、其他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备查材料。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13691580217/010-5191533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8-2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值得买” 、“发行人” ）于2019
年7月3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值得买” A股
股票1,333.30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1,333.3334万股。 其中，网上发
行1,333.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75%，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
元500股的余股334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 、“主承销商”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负
责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申购情况进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262,548户，有效申购股 数 为
97,040,639,000 股 ， 配 号 总 数 为 194,081,278 个 ，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000194081278。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37396045%，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7,278.22988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19年7月4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10栋3楼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2019年7月5日 （T+2日） 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中止发行、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28.42元/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19年7月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网上申
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
新股申购；
4、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9年7月5日（T+2日）公告的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
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2019年7月5日（T+2日）日终，中签
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
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公告编号：2019-045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账户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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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潍坊爱声声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爱声声学” ）的通知，获悉爱声声学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爱声声学

是

解除质押
股数(股)
21,600,000

质押开始
日期
2018-03-07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2019-07-01

潍坊高科电子有限
公司

39.29%

发行人：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7月4日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发行人：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４号８－１０层
３、联系人：王丹军
４、电话：０１０－８４１５６１７１
５、传真：０１０－８４１５６１７１
（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保荐机构（
２、保荐代表人：吴量、贾兴华
３、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２号凯恒中心Ｂ座９层
４、电话：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３３７
５、传真：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０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4日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爱声声学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54,9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27%。 上述解除质
押业务办理完毕后，爱声声学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30,6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55.66%，占
公司总股本的8.50%。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日

税延养老产品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
７月８日（
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
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
个获配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
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
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
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
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
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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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
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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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２，８６６，３９０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１９，９９３，０７７，０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８９６３４９％。 配号
总数为３９，９８６，１５４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９，９８６，１５３。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２，５６６．５１
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１０％（
３９３．６０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２，７６３．４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２１％；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１，１７２．６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７９％。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５８６５０３０％。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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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
Ｔ＋２日）在《
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单位价格

账户设立日

20.4510
20.5628
32.7139
14.9523
11.3938
13.7460
12.3351
13.0409
10.6447
5.7443
10.3343
10.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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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120)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7月02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7月05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只松鼠” 、“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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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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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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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1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2,8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1,2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30%。
发行人于2019年7月3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
三只松鼠” A股1,23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19年7月5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19年7月5日（T+2日）16:00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
对象单只新股缴纳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2019年7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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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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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917

量的70%时，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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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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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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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8,960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92,671,948,500股，配号总数为185,343,897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00018534389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534.30倍，高于150倍，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
率为0.0398178743%，有效申购倍数为2,511.43492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19年7月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19年7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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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4日

证券简称：金奥博

公告编号：2019-050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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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R2-A栋3、4层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法定代表人：明景谷
6、注册资本：18089.6万元

3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6月20日召开的2019年第

7、成立日期：1994年01月19日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8、营业期限：永续经营

案》，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授权公司管理

9、经营范围：销售复合乳化器、连续乳化工艺、设备、工业机器人、自动化

层全权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5

智能装备、机电化工产品、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及以上项目的设计、开发、

日、2019年6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技术转让和咨询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信息化软件、计算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机网络的技术开发（不含限制项目）；自有物业租赁；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深圳

控、专卖商品）。 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变更（备案）通知书》，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生产复合乳化器、连续乳化工艺、设

11306万元” 变更为“人民币18089.6万元” ，变更后公司工商登记主要信息

备、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智能装备、机电化工产品、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

如下: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482691G
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2019年7月3日

证券代码：600303

编号：临2019-023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501辆新能源客车车辆购置合同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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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账户名称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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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杭可科技”、“
发行人”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１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Ａ股）（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１１１１号文注
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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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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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信
证券”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１００万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２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 战略配售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６４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３，１５７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２１％；网上发行数量为７７９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１９．７９％。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７．４３元／股。
杭可科技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３日（
以下简称“
上交
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Ａ股７７９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
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浙江杭可科技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
Ｔ＋２日）披露的《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以下简称 “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资金应于
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
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
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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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
Ｔ＋２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
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简称“
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简称“
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
配售对象中，１０％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１９年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6月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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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１９年
７月５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中
证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网，ｈｔｔｐ：／／ｍ．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
一）股票简称：中信出版
（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７８８
（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９，０１５．１５１５万股
（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４，７５３．７８７９万股，均自上市之日起开
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责任。

15.85%，占比较大，存在一定的营收风险。
2、本次合同的签订具有偶发性，如此大批量的订单不具有常态化。
3、 本次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测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3日
披露了 《关于签订501辆新能源客车车辆购置合同的公告》（详见公告：临

能会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情况发生，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2019-022）。 现对有关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风险提示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本次合同总金额为46,217.89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019年7月3日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牵头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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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上
１１２，９８１，３８９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
市申请文件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３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审核同意， 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５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１１２８号文注册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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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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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
牵头主承销
牵头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司（
以下简称“
中金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中信建投”、“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国泰君安”、“
联席主承销商”）和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泰
证券”、“
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上述五家承销机构
以下简称“
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
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１１２，９８１，３８９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１０．００％。
本 次 发 行 初 始 战 略 配 售 数 量 为 ３３，８９２，５８０ 股 ， 占 本 次 发 行 数 量 的
２９．９９８％，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３，２７１，３０９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８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８１７，５００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２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
Ｔ－１日）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代表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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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牵头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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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