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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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1．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值得买” 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333.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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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值得买” ，股票代

码为“300785”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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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

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本次网上发行的发行价格为28.42元/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1,333.3334万股， 发行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为25%，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其中，网上发行股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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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包销。

3．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7月5日（T+2日）结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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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价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296,95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77,899,546.3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6,04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024,313.64。

5．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36,042股，未

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余股为334股，两者合计为36,376股。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最终包销股份数量为36,376股，包销金额为1,033,805.92元，

包销比例为0.27%。

6．2019年7月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

资者缴款认购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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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321207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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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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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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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三只松鼠” ，股票代码为“3007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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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

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68元/股，发行数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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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拨机制启动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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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7月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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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02,54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40,261,375.2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7,45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430,6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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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6,711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0,139,717.4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289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8,282.52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湖南嘉泉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嘉泉商务有限公司 416 6,106.88 416

2 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 416 6,106.88 416

3 丁志宏 丁志宏 351 5,152.68 351

4 何蕴韶 何蕴韶 351 5,152.68 351

5 李国连 李国连 351 5,152.68 351

6 刘俊辉 刘俊辉 351 5,152.68 351

7 童保华 童保华 351 5,152.68 351

8 杨金毛 杨金毛 351 5,152.68 351

9 臧少玉 臧少玉 351 5,152.68 351

合计 3,289 48,282.52 3,289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00,743股，包销金额为1,478,907.24元，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5%。

2019年7月9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65353015

咨询邮箱：ECM_IPO@cicc.com.cn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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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西部超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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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文件已于 2019 年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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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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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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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10.02%。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21.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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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359.20 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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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80 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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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周三，T-1 日）上午 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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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西部超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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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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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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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1,8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 的申请文件已于 2019 年 6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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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9〕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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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

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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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1%。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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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32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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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联合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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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T-1 日）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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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本次发行的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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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菁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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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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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公司有关调研事项的问询函》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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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机构投资者调研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9】0953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于2019年7月5日之前对问询函中的相应问题进行回复并予以披露。

对于《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有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逐项落实

相关回复，准备回复文件。 由于问询函中涉及的部分问题需要进一步收集资料详细说明，公司无法于

2019年7月5日前完成回复的披露工作。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延期回复，预计公司将不晚于2019年7月12日完成本次回复及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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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322

证券简称：天房发展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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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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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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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8日接到

监管部门通知，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房集团” ）所持有

本公司的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冻结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因天房集团下属子公司天津市团泊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现贷款逾期问题， 同时天

房集团为天津市团泊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担保人， 债权人北京国资融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根据公司于2019年7月8日收到的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编号为2019司冻0708-01号的《股权司法

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中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天房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共149,622,450股股份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53%。 所冻结天房集团持有股份

中，其中109,000,000股为已质押无限售流通股，冻结起始日为2019年7月8日，冻结终止

日为2022年7月7日；剩余40,622,450股股份为未质押无限售流通股，涉及一次轮候冻结，

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当前已累计轮候冻结股份40,622,450股。

二、风险应对措施

目前控股股东天房集团所持有本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正

常运行和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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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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1．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值得买” 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333.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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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值得买” ，股票代

码为“300785”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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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

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本次网上发行的发行价格为28.42元/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1,333.3334万股， 发行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为25%，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其中，网上发行股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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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包销。

3．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7月5日（T+2日）结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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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价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296,95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77,899,546.3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6,04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024,313.64。

5．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36,042股，未

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余股为334股，两者合计为36,376股。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最终包销股份数量为36,376股，包销金额为1,033,805.92元，

包销比例为0.27%。

6．2019年7月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

资者缴款认购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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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321207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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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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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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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三只松鼠” ，股票代码为“3007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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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

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68元/股，发行数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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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拨机制启动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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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7月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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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02,54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40,261,375.2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7,45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430,6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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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6,711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0,139,717.4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289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8,282.52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湖南嘉泉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嘉泉商务有限公司 416 6,106.88 416

2 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 416 6,106.88 416

3 丁志宏 丁志宏 351 5,152.68 351

4 何蕴韶 何蕴韶 351 5,152.68 351

5 李国连 李国连 351 5,152.68 351

6 刘俊辉 刘俊辉 351 5,152.68 351

7 童保华 童保华 351 5,152.68 351

8 杨金毛 杨金毛 351 5,152.68 351

9 臧少玉 臧少玉 351 5,152.68 351

合计 3,289 48,282.52 3,289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00,743股，包销金额为1,478,907.24元，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5%。

2019年7月9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65353015

咨询邮箱：ECM_IPO@cicc.com.cn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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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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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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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8日接到

监管部门通知，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房集团” ）所持有

本公司的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冻结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因天房集团下属子公司天津市团泊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现贷款逾期问题， 同时天

房集团为天津市团泊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担保人， 债权人北京国资融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根据公司于2019年7月8日收到的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编号为2019司冻0708-01号的《股权司法

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中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天房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共149,622,450股股份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53%。 所冻结天房集团持有股份

中，其中109,000,000股为已质押无限售流通股，冻结起始日为2019年7月8日，冻结终止

日为2022年7月7日；剩余40,622,450股股份为未质押无限售流通股，涉及一次轮候冻结，

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当前已累计轮候冻结股份40,622,450股。

二、风险应对措施

目前控股股东天房集团所持有本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正

常运行和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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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告(2019-123)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7月05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7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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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627�

20.5681�

32.3973�

14.9566�

11.3262�

13.6409�

12.1622�

13.0397�

10.5407�

5.7019�

10.3307�

10.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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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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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 或“公司” ）于2019年7月5日收到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关于中建材浚鑫科技

有限公司诉公司子公司协鑫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应诉通知书， 该案件于2019年4月23日获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立

案受理，案件号为（2019）苏0281民初6535号。 现将诉讼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本次诉讼有关当事人情况

（1）原告：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阴市申港镇镇澄路1011号

（2）被告：协鑫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疏港路1号龙潭物流基地3-100号

2、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协鑫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能源” ）与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浚鑫科技” ）于2017年签订了《光伏项目

组件采购合同》（合同号：CNBM-JT-XS-171025-02，以下简称“合同” ）。 合同金额33,454,382.5元人民币。

因双方对合同的具体执行存在纠纷，截至起诉之日，协鑫能源支付了该合同项下的货款16,727,191.25元，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剩

余买卖合同货款人民币16,727,191.25元、因延迟支付货款的违约金人民币3,345,438.25元及相关律师费、诉讼费等实现本案债权的费

用，公司子公司也将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寻求和解或积极应诉等方式进行妥善处理。

二、诉讼判决情况

上述案件已被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受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上述诉讼的发生，公司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根据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将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1.1.1条的标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诉讼事项参见《附件一》。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案件的最终结果尚未确定，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本

次累计的各诉讼事项虽大部分已经撤诉或调解结案，但尚有少数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9）苏0281民初6535号]。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八日

附件一：

序号

原告/申请

执行人

被告/被申请

执行人

事由

涉及金额

（万元）

进展情况

1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阳富达鸭河荒山光伏电站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50 调解结案

2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宇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237.80 撤诉结案

3

山西建能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8.08 一审

4

无锡君宁光伏支架有限

公司

协鑫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9.15 撤诉结案

5

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

限公司

张家港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

司/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47.37 撤诉结案

6

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

限公司

金寨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协鑫集成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172.94 撤诉结案

7

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

限公司

阜宁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449.28 撤诉结案

8

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

限公司

徐州协鑫半导体创新发展有

限公司/张家港协鑫集成科技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64.22 撤诉结案

9

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

限公司

句容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650.28 撤诉结案

10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沛县弘岳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江苏瑞能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纠纷 13,559.77 调解结案

11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0 调解结案

12

苏州嘉益得塑料科技有

限公司

苏州协鑫集成储能科技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11.29 一审

13

艾佩科（上海）气体有限

公司

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6.62 撤诉结案

14

协鑫集成科技（苏州）有

限公司

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限

公司、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

公司、张家港科贝奇机械科技

有限公司、乐陵市文强商贸有

限公司、山东电科新能源有限

公司

债权转让纠纷 100 一审

15 协鑫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宁夏

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张家

港科贝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乐陵市文强商贸有限公司、山

东电科新能源有限公司、万户

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三创商贸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权纠

纷

200 一审

16

无锡市君宁光伏支架有

限公司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2.33 一审

17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12.71 调解结案

18 李正洪

协鑫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锡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刚

江苏立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

13.94 一审

19

无锡市君宁光伏支架有

限公司

协鑫集成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565.18 撤诉结案

20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蔡武宁、广西锦兴能源有限公

司、徐闻县衍鑫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925 一审

21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蔡武宁、广西锦兴能源有限公

司、徐闻县衍鑫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47.80 一审

22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

富阳新能源科技（南阳）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6,308.83

诉前调解完成，

已结案

23

茂迪（马鞍山）新能源有

限公司

协鑫集成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685.43 撤诉结案

24

常州市三洋精密制版有

限公司（反诉被告）

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反诉原告）

买卖合同纠纷 23.14 一审

25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中磐新能源有限公司、中

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608.08 调解结案

26

上海嘉氟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58.70 撤诉结案

27 协鑫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北控清洁能源工程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11.94 一审

28

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三创商贸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权纠

纷

20 一审

29

苏州领测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苏州协鑫集成储能科技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72 调解结案

30

北京全景视觉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著作权纠纷 1 一审

31 GeoPeak�Energy,�LLC

GCL�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LLC(协鑫

集成科技美国公司)

买卖合同履约

纠纷

821.15

我方被诉后的回

复阶段

32 浙江国祥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09 调解结案

33

上海良机冷却设备有限

公司

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66.52 撤诉结案

34

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600 调解结案

35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爱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86.45 一审

36

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

公司

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23.25 一审

37

内蒙古利源水务工程有

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香岛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303.99 已结案

38

内蒙古玉伟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香岛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22.56 已结案

39

宁夏景士房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香岛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526.01 已结案）

40

北京美亚园林绿化有限

责任公司

乌兰察布市香岛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300.07 已结案

41

榆林隆源光伏电力有限

公司

陕西中天佳阳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300 调解结案

42

西北电力建设第一工程

有限公司

望都英源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838.38 仲裁中

43 广东雷乐电子有限公司

石源元氏光伏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88.80 执行终结

44

北京蓉坤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乌兰察布市香岛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宁夏景士房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99.38 一审

45

四川鼎成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石源元氏光伏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969.11 已裁决

46 固原三泰建设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香岛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23.08 一审

47

四川鼎成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石源元氏光伏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760 仲裁中

易方达中债

3-5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7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17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7月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易方达中债

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中债

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注：A类份额基金代码为007171，C类份额基金代码为007172。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412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7月5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9年7月8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 380

份额类别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

行债券指数A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

行债券指数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3,282,961,427.51 4,812,781.77 3,287,774,209.2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

元 ）

1,691.69 3,518.10 5,209.79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3,282,961,427.51 4,812,781.77 3,287,774,209.28

利息结转的份额 1,691.69 3,518.10 5,209.79

合计 3,282,963,119.20 4,816,299.87 3,287,779,419.07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

0.00 0.00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0.00%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 －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1,210.00 24.00 1,234.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0.0005% 0.0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

面确认的日期

2019年7月8日

注：（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

量区间为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2）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基金管理人自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

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9日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１８０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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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１．３３％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１８．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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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０

，

１７６

，

０００

股，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

，

５４４

，

０００

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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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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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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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日（

Ｔ－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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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虹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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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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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

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微创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南京微创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３

，

３３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上

市申请文件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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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月

２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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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信证券”）（上述两家承销机构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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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３３４．００

万股，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３３．３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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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２４０．５４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６０．１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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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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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南京微创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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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微创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