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9

■ 2019年7月5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604

证券简称：

*ST

龙力 公告编号：

2019-053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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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因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规定,目前正在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如公司

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调查通知书》（编号：鲁证调查字【2018】1号），因公司涉嫌

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

立案调查。调查期间公司全面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同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已于2018年1月12日、2月9日、3月9日、4月9日、5月8日、6月9日、7月7日、8月4日、9月6日、10月

9日、11月8日、12月8日、2019年1月9日、2月2日、3月2日、4月3日、5月7日、6月10日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立案调

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016）、《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18-025）、《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立案调查事项进展

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064）、《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8）、《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098）、《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101）、《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1）、《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113）、《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9）、《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7）、《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0），目前上述调查仍在进行中，未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较大影响，公司经营情况基本正常。

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

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

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将被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

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并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限满后的十五个交易日

内作出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公司将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

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持续关注公司前述被立案调查事项和相关进展，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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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

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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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

【深证上(2019)267号】，公司股票自2019年5月15日起暂停上市。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如公司出现《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4.1规定的相关情形，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

易。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

的《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19)267号】，公司股票自

2019年5月15日起暂停上市。

一、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8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签订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后相关协议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一家符合恢复上市保荐

机构资格的证券公司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签定协议。

公司于2019年7月4日分别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和《证券登记及服务协议》，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与保荐机构签

订恢复上市相关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5）。

（二）公司将合理制定经营计划，以效益为中心，争取相关订单，完善内部控制精细管理，进一步降

低成本费用，盘活存量资产，持续改善现金流；同时，积极化解债务危机，有序推进债务重组，以改善公司

资产状况，保证公司的可持续经营，从多方面争取2019年度实现扭亏为盈，达到恢复上市的条件。

（三）2018年5月8日，公司收到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通知书》，收到债权人向山东

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对公司进行重整申请的通知。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申请人申请

公司重整事项的民事裁定书。

（四）积极配合证监会立案调查

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以来，公司全面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按要求提供相

关资料，及时汇报有关核查工作进展等。

二、暂停上市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4-8103166

传真：0534-8103168

电子邮箱：llgf@longlive.cn

地址：山东省禹城市富华街东首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604

证券简称：

*ST

龙力 公告编号：

2019-055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保荐机构签订恢复上市相关

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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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2017年、2018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净资产为负值，且两个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于2019年5月15日起

被暂停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1.9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及2018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签订公司股票被暂

停上市后相关协议的议案》，详见公司披露于2019年4月30日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8）和2019年6月28日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

公司于2019年7月4日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协议约定：若公司股

票申请恢复上市，则公司委托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保荐人；若公司股票终止上

市，则委托该机构提供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

记结算系统的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份重新确认及股份转让系统的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

双方约定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生效后45个工作日内签署正式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

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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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阳国际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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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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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风险，也可能受到气候、自然灾

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合同延缓履行、履约时间延长、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合同履行期限：2374日历天（含缺陷责任管理期限2年）。

3、投资估算金额110,400万元，占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的120.51%。 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

2019年度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代建人” ）为“福田区国际体育文

化交流中心”代建项目的中标单位。 公司近日收到与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以下简称“委

托人” ）签署的《福田区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中心代建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 ），本项目总

投资金额暂定人民币110,400万元，最终以项目概算批复为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该项目委托人为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其主要工作职责包括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市

有关意识形态、文化体育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和文物工作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根据全

区实际拟订相关规章、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规划和宏观指导全区文化艺术工作和

精神产品的生产；指导、协调文艺社会团体的工作；负责全区文化体育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和

文物的行业管理；协调指导和推动文化、体育产业发展及其体制改革；规划、组织全区公共文化、体育服

务体系建设，指导管理区级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指导监管其它区属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

2、委托人为政府工作部门，所用资金为政府财政支出，在履约能力、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方面的风

险较小。

3、委托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本公司与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福田区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中心

建设地点：凯丰路与梅林路交汇处西北块

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92,000平方米

建设内容：以梅彩片区文体建设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项目报建为准，具体包括文体设

施及行政办公用房、地下室等

建设标准：项目的建设标准以委托人审批的设计文件为准

绿色建筑标准：需按国家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建设，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

绿色建筑三星标准

2、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暂定总投资金额人民币110,400万元，代建管理费暂定为人民币2,004万元，最终金额以批

复的概算为准。 代建人应在代建前期的全部设计文件完成后的45天内提交保证最大工程费用报告，保

证最大工程费用额不得超过概算。 保证最大工程费用报告经委托人批准后应签订保证最大工程费用协

议，保证最大工程费用协议是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工程款项支付

代建管理费：合同签订后，委托人向代建人支付代建管理费暂定价的15%作为预付款；概算批复后，

委托人向代建人支付代建管理费暂定价的30%；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委托人向代建人支付代建管理费

暂定价的80%； 项目完成移交后30日内， 委托人向代建人支付代建管理费至概算批复代建管理费的

97%；项目保修管理期满后，委托人向代建人支付代建管理费结算金额余款。

无论任何原因导致委托人使区财政部门向项目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供应、劳务等单位多拨付

工程建设费用的，代建人应负责向区财政部门返还多拨付的费用；如代建人未能及时返还的，委托人有

权在后续的工程款拨付时做出相应扣减。

工程进度款：代建合同签订后，代建人根据实际工作进度和资金需求，代编年度投资计划和项目用

款报告，报委托人审核后，由委托人按程序向区发改局申请实施计划和向区财政局申请用款计划；用款

计划下达后，委托人将资金按项目进度划拨到资金监管账户；代建人收到委托人拨付的工程进度款后，

按代建人与专业工作单位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的支付时间和额度支付。工程竣工前，划拨资金不超过全部

项目合同总金额的85%。 项目完成结（决）算审核后，支付到结（决）算价总额的97%，3%的质量保证金

按工程质量保修书约定的条款支付。

4、代建管理责任

代建项目代建人的管理范围和内容包括项目策划、决策；项目前期报建、许可、勘察设计招采；项目

设计总承包；项目实施许可、施工报建、工程管理，材料、设备招采，造价管控、进度管控；项目竣工验收和

总结评价；税费缴纳等。

5、工程服务期限

本工程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代建人完成工程竣工决算（含缺陷责任管理期）之日，总计

2374日历天。 其中：缺陷责任管理期限2年，自工程实际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投资估算金额暂定人民币110,400万元，占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的120.51%。 最终以项目

概算批复为准。 合同签订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市场开拓产生积极影响。

2、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委托人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本合同已经明确价款支付方式，但公司仍存在不能按时回收工程款项的风险。

2、本工程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

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六、其它相关说明

1、签订本合同系公司日常经营行为，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2、备查文件：《福田区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中心代建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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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安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30002.43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汽车制造业

职工人数：475

经营范围：短期、长期汽车租赁（有或无司机），机动车驾驶服务，汽车租赁特许经营业务，提供相关

服务，包括汽车配件及维修服务，汽车销售，停车场（库）经营管理，会务服务，汽车应用软件技术、网络

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品牌策划与推广，道路旅客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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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 ：不低于10000.000000�万人民币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0.0000� -� 10.0000� %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高于3333.600000�万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不低于评估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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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开拓网点布局； 2.完善产品供应链及仓储物流水平； 3.提升标准化的服务

能力，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1.增资达成条件：(1)征集到1家或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2)意向投资人符合新增注册资本、募

资金额、比例等要求；(3)各方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并通过；

2.�增资终结条件：(1)本次增资公开挂牌期间，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的；(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递

交保证金和竞投文件的；(3)经竞争性谈判后确定的投资人未获得原股东书面认可；(4)增资人消亡，导致

无法进行增资；(5)增资人提出项目终止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后，原股东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90.0%，并征集

新投资方持股比例不超过10.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8-29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苏州润腾房地产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苏州润腾房地产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2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其他服务业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投资；银行、信托、保险、基金等领域的投

资与资产管理；半导体应用、生物工程、节能环保等高科技产业项目投资、研发；医院投资、医院管理；组

织子企业开展医疗器械、药品的生产、销售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食品。（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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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华润置地（常州）有限公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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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000�万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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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于项目公司的建设和归还前期股东借款， 包括但不限于支付项目建设工程

款、前期费用、营销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及相关税费等。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1）本次增资活动达成条件：符合资格条件并经增资人确定的最终投资人1家。 符合资格条件并经

增资人确定的最终投资人为1家的，认购注册资本2000万元，以50%持股比例进行新增认购，则本次增

资活动达成。 （2）本次增资活动终结条件：投资人的征集数量不足、或认购注册资本不符合增资活动达

成条件、或投资人不符合竞争性谈判中的增资人增资需求，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

成一致，则本次增资活动宣告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华润置地（常州）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2000万元，持股比例50%；最终投资

者（新股东1名）认缴出资额：2000万元，持股比例 5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根据审计报告：（一）截至2019年5月15日，项目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承诺事项。 （二）其他应付

款：欠关联方借款128450万元。 （三）截止2019年5月15日，项目公司无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

项。

项目联系人：孙轶先联系方式：021-6265727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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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

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

(万元)

1

光辉城市（重庆）科技有限公

司3.932%股权

业务无法

提供

25056.22

标的企业是全球领先的建筑 VR�技术提供商。 以“让设计回归创

意，把其他交给科技” 为使命，秉承“超越自我、成就彼此、创造变

化” 的价值观，努力实现“虚拟世界，改变生活” 的梦想，致力于将

VR/AR/MR/AI�等技术应用在建筑设计领域，推动建筑设计行业

的发展和转型。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重庆、成都、西安、

厦门、青岛、郑州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010

2

左中右(重庆)电动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50%股权

2772.56 1798.3

标的企业主要经营电动汽车租赁，包含电动汽车长租、短租、以租

代购，现有康迪K10、康迪K11、康迪K17等电动汽车623辆，目前出

租率为65.3%。 2018年标的企业营业收入270.67万元。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825.723

3

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机场有

限公司34%股权

2327.31 1985.06

标的企业主要利用自有资金开展通用机场的投资、经营管理、机场

场道维护、通用航空信息咨询等服务，随着国家低空领域飞行的开

放，标的企业未来存在较大上升发展空间。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539.94

4

重庆科瑞弘发医药有限责任公

司50.98%股权及334.2549万元

债权

2640.37 1200.75

标的企业在綦江区拥有三家药店，主要经营药品零售和批发，销售

药物品种达3000种以上，拥有各类库房面积1950平方米，办公区

域面积达200平方米，拥有上游客户10余家，并已于2017年11月进

入綦江区基本药物采购会员联合体。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946.3972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

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

金对应持股比

例

1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1.06亿元，主要生产及经营牙膏、牙刷等口腔护理

用品，市场份额位于全国前列。

咨询电话:�朱磊 023-63624740；13883002851

不低于5500万元 8.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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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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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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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7月03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7月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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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4539�

20.5565�

32.3883�

14.9540�

11.3299�

13.5781�

12.1386�

13.0402�

10.5094�

5.6978�

10.3288�

10.3444�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8,78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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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不超过

8,780 万股， 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6,146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2,634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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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T-1 日，周一）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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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宏和电子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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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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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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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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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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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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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持了北京值得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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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

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516

末“5”位数： 33618�83618�31464

末“6”位数： 994580�194580�394580�594580�794580�029398�529398

末“7”位数： 5772659�0772659�6660808

末“8”位数：

21680222�41680222�61680222�81680222�01680222�

75181266�00181266�25181266�50181266

末“9”位数： 043674089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6,666个， 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500股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A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400-808-9999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按2转

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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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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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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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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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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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

2019-049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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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龙宇控股” ）关于解除部分股票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解除股票质押的情况

龙宇控股于2016年6月2日将4000万股公司股份在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州证

券” ）办理了质押式回购交易，并分别于2016年7月25日、2017年11月24日、2017年12月8日、2018年6月

1日、2018年6月19日向广州证券分别办理了500万股、753万股、764万股、628万股和705万股的补充质

押手续，前述质押股份合计7350万股；其中已分别于2019年4月25日办理解除质押1550万股，2019年5月

6日解除质押1000万股，2019年6月21日办理解除质押300万股。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分别为： 临2016-037、临

2016-050、临2017-075、临2017-085、2018-050、2018-067、2019-033、2019-035、2019-047）。

2019年7月3日龙宇控股将上述在广州证券质押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71万股办理解除质押并

完成了上述股权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公告日，龙宇控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117,142,1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12%；在办理

完本次解除质押手续后，龙宇控股持有公司股份的被质押数为75,990,000股，占龙宇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64.87%。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

龙宇控股与刘振光先生、徐增增女士构成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一致行动人” ），截止公告日，一

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136,353,70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2.74%； 一致行动人共质押公司股份90,

590,000股，占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6.44%。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5日

证券代码：

002958

证券简称：青农商行 公告编号：

2019-023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于2019年7月3日收

到本行独立董事彭小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彭小军先生由于工作原因，辞去本

行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第三届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职务。

彭小军先生辞任后将不再担任本行的任何职务。

本行董事会对彭小军先生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4日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移远通信”、“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

２

，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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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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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２３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３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８９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３．９３

元

／

股。

移远通信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４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移远通信”

Ａ

股

８９２．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移远通信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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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２

日）

８

：

３０－１６

：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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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资金应当于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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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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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７０％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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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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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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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中签后未足额认购的情形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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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７０１

，

０７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６８

，

２８６

，

４２７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３０６２６３％

。

配号总数为

６８

，

２８６

，

４２７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６８

，

２８６

，

４２６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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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６５５．４３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２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７．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３９０９１％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

４

楼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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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５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