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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媒体报道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有媒体刊登名为《首开股份千亿负债都干了啥》的文章，对于首开股份负债规模、近期公告以

及年报中部分数据进行了解读。 其中，对于首开股份部分财务数据所做分析，存在理解错误，与事实不

符。 现就文章所涉部分内容，说明如下：

一、关于公司其他应收款相关情况说明：

（一）关于公司其他应收款的构成情况：

首开股份其他应收款主要构成，和其他同行业企业性质一样，主要是首开股份与联营、合营企业的

往来款和子企业与少数股东的往来款。 2018年年末，本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472.58亿元，其中：

1、应收联合营企业往来款240.18亿元。目前，房地产行业普遍采取合作拿地、合作开发的模式。首开

股份作为股东之一， 与其他合作方成立公司开发项目， 各方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

款。 对于向联合营（非并表）项目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在首开股份财务报表上，体现为应收联合营企业

往来款。

2、首开股份非全资子公司对其少数股东的其他应收款206.11亿元。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项目公司

在归还前期股东提供的资金后，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将账面富余现金按照股权比例提供

给各方股东，不收取利息。 因该项目公司由首开股份控股并表，首开股份收到项目公司提供资金与往来

余额合并抵消，而项目公司向其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的资金，作为非全资子公司向少数股东的其他

应收款处理。

3、押金、保证金、备用金11.25亿元。

4、应收股利10.60亿元。

5、其他4.43亿元。

（二）关于公司2018年年报前五大其他应收款单位情况：

1、2018年年末，首开股份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非全资子公司）

实际债权人

债务人

其他应收款

期末余额（元）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合计数的

比例(%)

与债权人关系

北京首开旭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佳逊 2,947,145,439.53 2年以内 6.36 债权人参股股东

北京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万信房地产有

限公司

深圳联新 2,174,294,022.62 3年以内 4.69 债权人参股股东

北京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锦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龙湖中佰 1,924,814,022.63 2年以内 4.15 债权人参股股东

北京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保利营 1,778,694,022.63 3年以内 3.84 债权人参股股东

广州市湖品房地产有限公

司、 广州市振梁房地产有

限公司

广州铭岳城 1,784,488,600.00 3年以内 3.85 债权人参股股东

合 计 10,609,436,107.41 22.89

以下为五家非全资子公司的具体情况说明：

（1）北京首开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旭泰），由首开股份、成都佳逊合作成立，股权比

例为51%：49%，于2016年投资开发成都紫宸项目，同年项目开始预售，2017年项目公司实现资金盈余后

向各股东按比例提供了资金，2017年起项目陆续有部分楼栋竣工交房账面形成可分配利润，2018年首

次进行了利润分配。2018年末，成都旭泰将各期累计向成都佳逊提供的资金余额列为其他应收款，账龄2

年以内。

（2）北京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昭泰），由首开股份、深圳联新、龙湖中佰、北京保利

营于合作成立，首开股份持股比例为25%，于2016年投资开发典尚家园项目，同年项目开始预售并形成

资金盈余，2017年起项目陆续有部分楼栋竣工交房账面形成可分配利润，2018年首次按股权比例进行

了利润分配。 2018年末，北京昭泰将各期累计向股东提供的资金余额列为其他应收款，账龄3年以内。

（3）北京万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北京万信）,由首开股份、深圳联新、华润曙光合作成立，首开

股份持股比例25%，于2015年投资开发花乡白盆窑项目。 2016年开始预售，2018年项目陆续竣工交房后

期末账面形成可分配利润。 2018年末，北京万信将2018年向股东提供的资金余额列为其他应收款，账龄

1年以内。

（4）北京锦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北京锦泰），由首开股份、龙湖中佰合作成立，首开股份持

股比例50%，于2015年投资开发天璞家园项目，2017年起项目陆续有部分楼栋竣工交房账面形成可分配

利润，2018年首次按股权比例进行了利润分配。 2018年末，北京锦泰将各期累计向股东提供的资金余额

列为其他应收款，账龄2年以内。

（5）广州市湖品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广州湖品），由首开股份、铭岳城合作成立，首开股份持股比

例50%，于2014年投资开发广州市天宸原著一期项目，2015年底项目开始预售，2016年项目公司实现资

金盈余后向各股东按比例提供了资金，2016年起项目陆续有部分楼栋竣工交房账面形成可分配利润，

2018年首次进行了利润分配。 2018年末，广州湖品将各期累计向股东提供的资金余额列为其他应收款，

账龄3年以内。

（6）广州市振梁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广州振梁），由首开股份、广州市龙梁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

龙梁房地产）合作成立，首开股份持股比例50%，于2017年投资开发广州白云天奕项目，项目公司实现

资金盈余后向首开股份、龙梁房地产的股东铭岳城提供了资金。 2018年末，广州振梁将各期累计向股东

提供的资金余额列为其他应收款，账龄2年以内。

2、其他应收款形成的主要原因：

上述五家合作公司，其他应收款形成原因相同，以北京旭泰形成对成都佳逊其他应收款情况说明：

北京旭泰是首开股份与成都佳逊合资成立的项目公司。 由首开股份合并报表。 项目公司运作的地产项

目， 于2016年下半年开盘预售，2017年北京旭泰公司在归还之前股东提供的借款后， 账面现金仍有盈

余。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向各方股东按照股权比例提供了资金。 北京旭泰公司向首开股份公司提供的

资金，由于项目公司由首开股份控股并表，本方收到资金及往来余额合并抵消。 北京旭泰向成都佳逊提

供的资金，在首开股份合并报表上作为其他应收款处理。

（三）关于北京城志公司其他应收款情况说明：

2018年，首开股份通过增资形式进入北京城建下属子公司北京城志，持有北京城志公司49%股权。

城志公司开发项目为北京畅悦园项目。 为支持项目开发建设，首开股份与北京城建均按照按持股比例向

项目公司提供资金。 由于北京城志为北京城建子公司，该公司由北京城建公司并表，北京城建与北京诚

志之间的往来款在北京城建合并报表中进行了合并抵消。 首开股份向北京城志提供的资金，列为首开股

份的其他应收款。

综上所述，首开股份其他应收款的形成，与其他地产企业一样，是由于与合营、联营企业发生资金往

来形成的，并不存在所谓“将借来的钱又拿出去放贷” 的情况。 截至2018年年末，首开股份下属企业约

170家，其中超过60%为合作、合营项目公司。 由于合作规模大、涉及项目多，首开股份作为合作方，向项

目公司提供资金形成往来款，数额较大。

二、关于利息收入情况的说明：

（一）2018年，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其中，利润表中在“财务费用” 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

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此变更事项已在2018年年报中披露。 文中提及的2018年利息收入激增至

14.39亿元，正是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的“利息收入” 。 公司2018年度利息收入14.39亿元，其中

12.56亿元为向联合营公司收取的资金占用费（详见年报附注披露），其余为银行存款利息等。 因房地产

开发项目前期投入资金较大，公司根据开发项目合作协议，与联合营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同

步为联合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各股东向联合营公司适当收取相同利率的资金占用费。

（二）公司向联合营公司提供的资金来自于外部融资。2017年公司将支付外部利息扣减向联合营公

司收取利息后的净额列示在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向联合营公司收取的资金占用费7.15亿元，作为公司

当年非经常性损益处理。 2018年，根据上述财政部意见，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2018年报

将利息收入包括向联合营公司收取利息均列示在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同口径调整了2017年财务费用

明细项。

三、关于首开股份薪酬情况的说明：

年报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不仅包含支付给员工的薪酬，还包括企

业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公积金、培训费等职工福利。

年报中，公司员工人数及财务报表职工薪酬的统计口径有区别。 公司年报中统计员工人数1866人，

为公司在册的员工人数。 报告期内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对应范围为：报告期内，公司所有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发生的有关人员支出。 其中，包含了首开股份在册员工，也包含了部分合作方

派入项目公司人员发生的相关支出。

因此，直接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除以职工人数，计算出的平均数与实际的人均

税前薪酬相差甚远，无法真实反映员工平均薪酬水平。 而且，首开股份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支付给职工

的现金，与首开股份在册员工数，无直接对应关系。

四、关于首开股份负债率情况、销售情况、存货情况等的说明：

（一）关于公司负债情况的说明。

2018年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81.58%，账面现金327亿，预收账款余额631亿，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351亿，短期借款8.9亿元，整体债务情况可控，偿债保障性强。 上半年，公司公告的各项融资属于企

业正常的资金安排。 公司净负债率（企业的有息负债减去货币资金后对所有者权益的比例）在行业内属

于较高水平，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将是公司未来重点关注和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

（二）关于公司销售情况的说明。

2016年-2018年，首开股份分别实现销售收入为：631亿元、692亿元、1007亿元。 2019年上半年，实

现销售收入403.9亿元。 与市场众多优质地产公司相比，公司的销售情况，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三）关于公司存货的说明。

2016年-2018年，首开股份存货余额分别为：1145亿元、1445亿元、1641亿元，存货与公司资产规模

之比保持稳定。 2017到2018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下降了75%，按股权比例土地出让合同金额

下降了57%，而同期存货金额增长了14%。

2019年，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合理判断，审慎增加土地储备及存货。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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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减持

股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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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1）。东阳市恒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益投资” ）为

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票12,101,801股，占公司总股本1.07%，

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方式出售不超过本次

已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2019年7月17日，恒益投资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8,842,306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及《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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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恒益投资减持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东阳市恒益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大宗交易 2019-7-17 5.94元/股 8,842,306 0.78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东阳市恒益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2,101,801 1.07 3,259,495 0.2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101,801 1.07 3,259,495 0.29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恒益投资本次股份减持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

告〔2017〕9号）及《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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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

（二）恒益投资本次减持数量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本次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实施情况与此

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其相关承诺一致，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恒益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四） 公司将继续关注恒益投资的减持计划后续实施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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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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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6日、6月5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于2019年5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9-028）。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7月17日收盘，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了东阳市恒益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持有的公司 股份5,863,84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52%， 成交金额为34,831,

245.24元（不含交易费用），成交均价5.94元/股。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795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

2019-065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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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控股” ）一致行动人何时金先生，于2019年7

月17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978,460股。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横店控股一致行动人何时金先生。

（二）何时金先生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前，何时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三）前6个月内减持情况：何时金先生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本公司股份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二）增持数量：2,978,460股。

（三）增持时间：2019年7月17日。

（四）增持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三、本次增持完成情况

截至2019年7月17日收盘， 何时金先生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978,460股， 增持金额17,

692,052.40元。 本次增持完成后，何时金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978,4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6%。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 何时金先生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亦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何时金先生目前暂无继续增持计划，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特别提示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元科技”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 5,78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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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嘉元科技” ，扩位简称为“嘉元科技” ，股票代码为“688388”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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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28.26 元 /股，发行数量为 5,78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89.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12.3142 万股，占发行

总量约为 3.67%，比最初战略配售数量少 76.6858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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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3,920.3858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41%；网上发行数量为 1,647.3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59%；根据《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563.55 倍，高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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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8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363.5858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60.41%，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8.1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04.10 万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59%，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8.13%。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219351%。本次发行的

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兴投资” ）进行跟投，无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

安排。

截至 2019 年 7 月 9 日（T-3 日），东兴投资已足额按时缴纳新股战略配

售认购资金 6,000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212.3142 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

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19 年 7 月 18

日（T+4 日）之前，依据东兴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票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123,142 59,999,992.92 24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2,019,729�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22,277,541.54�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1,271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601,118.46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3,635,858�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950,549,347.08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 4,752,747.80 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

（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

棠厅主持了嘉元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8

末“4”位数 0895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嘉元科技股票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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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

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

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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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

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1,255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126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83.8005 万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8.44%，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0%。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

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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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总计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1,271 股，包销金额为 601,118.46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38204%，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

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36801%。

2019�年 7 月 18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保荐协议

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

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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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6553415、010-6655346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8

日

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账

户

最终配售数（股） 限售期

1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 -分红 -个人分红

B881024051 24,307 6

2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传统 -普

通保险产品

B881024239 24,307 6

3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传统 -普通

保险产品

B881024475 24,307 6

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

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B881221721 22,918 6

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华夏基金华益 2号股票

型养老金产品

B881234897 24,307 6

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B881380766 24,307 6

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嘉实基业长青股票型养

老金产品

B881520581 3,472 6

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泰康汇选悦泰个人养老

保障管理产品资产委托

专户

B881605894 24,307 6

9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国网A）企业年金计

划

B881961318 24,307 6

1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B882033710 24,307 6

1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B882081535 24,307 6

1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B882365141 24,307 6

13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B882371922 24,307 6

14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省电力公司（部属）

企业年金计划 -工行

B882545547 24,307 6

15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

B882545563 24,307 6

1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泰康永泰（稳健成长组

合）企业年金集合计划

B882950598 24,307 6

17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 -分红险

B882994372 24,307 6

1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泰康资产 -积极配置投

资产品

B883064447 24,307 6

19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二号

B883080469 24,307 6

20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B883139747 24,307 6

21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国寿股份委托鹏华基金

分红险混合型组合

B883304766 24,307 6

2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B888351946 24,307 6

2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中国人寿集团委托易方

达基金公司股票型组合

B888354067 24,307 6

24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 -万能 -个人万能

产品（丁）

B888492310 24,307 6

2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证券幸福人寿邮储

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B888498188 15,625 6

26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新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D890002362 24,307 6

27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02980 15,625 6

28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南方大数据 300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D890007249 24,307 6

29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鹏华前海万科 REITs封

闭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D890007736 24,307 6

30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天弘中证银行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D890017838 24,307 6

3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华夏兴华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D890018368 24,307 6

3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21654 24,307 6

33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招商制造业转型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25077 24,307 6

34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28601 24,307 6

35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万家新兴蓝筹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32846 24,307 6

36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红睿轩三年定期开

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D890033004 24,307 6

3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嘉实新优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36086 14,584 6

38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南方转型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36230 15,973 6

39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东方盛世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38428 24,307 6

40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38729 24,307 6

41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瑞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39181 24,307 6

42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银腾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43041 24,307 6

43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中证军工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D890043512 24,307 6

4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华夏新锦绣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58525 6,944 6

45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鹏华增瑞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D890060182 24,307 6

46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华富益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60190 24,307 6

47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安信新成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62760 24,307 6

48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新财富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65881 17,709 6

49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易方达瑞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68229 24,307 6

50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华宝沪深 300指数增强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D890069144 24,307 6

51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享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70797 23,612 6

52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中证 500指数

优选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

D890070967 24,307 6

53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汇安丰泽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71044 20,834 6

54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南方军工改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85873 24,307 6

55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上银鑫达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87265 17,362 6

56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国泰融安多策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88651 24,307 6

57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国金鑫瑞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94953 19,098 6

58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创金合信优选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D890097464 20,487 6

59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博时中证 500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097969 24,307 6

6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

零三组合

D890114525 24,307 6

6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

七组合

D890114729 24,307 6

6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

零一组合

D890114745 24,307 6

6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泰康均衡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D890116103 24,307 6

6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新生代消费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D890116357 24,307 6

65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融通逆向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117719 19,098 6

66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融鑫价值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129685 12,848 6

67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银景福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D890130327 24,307 6

6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133388 24,307 6

69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广发中小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D890141302 24,307 6

70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寿安保华兴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141807 13,889 6

71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南方瑞祥一年定期开放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D890141815 24,307 6

7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鹏华产业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142104 24,307 6

73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长城智能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144512 24,307 6

74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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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890145877 24,307 6

7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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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890145916 24,307 6

76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国泰价值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155076 24,307 6

7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D890179855 24,307 6

78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

合

D890711754 24,307 6

79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

合

D890711827 24,307 6

8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D890712213 10,417 6

8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D890714095 24,307 6

82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

投资基金

D890714150 24,307 6

83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万家行业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D890739809 24,307 6

8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D890758675 24,307 6

85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D890758934 24,307 6

86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760753 24,307 6

87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D890760907 24,307 6

88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华宝行业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D890764024 24,307 6

89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红利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D890764197 24,307 6

90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764383 24,307 6

91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东吴行业轮动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D890765305 24,307 6

9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嘉实量化阿尔法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D890768248 23,959 6

93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银中证 100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776209 24,307 6

94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777001 13,542 6

9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博时创业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D890780185 24,307 6

96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783010 24,307 6

97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D890785559 24,307 6

98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上证 180金融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D890785868 24,307 6

99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D890788905 17,014 6

100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信诚周期轮动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D890793112 24,307 6

101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浙商沪深 300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D890793324 24,307 6

10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

合

D890793455 24,307 6

103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798675 17,362 6

104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农银汇理行业轮动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800472 5,555 6

105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成长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809036 24,307 6

10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鹏华中证 800证券保险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D890822050 24,307 6

107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创新升级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823292 24,307 6

108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国泰沪深 300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823886 24,307 6

109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长信改革红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0827806 15,973 6

110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鹏华先进制造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D899883540 24,307 6

111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9884512 24,307 6

11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嘉实新收益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9885330 24,307 6

113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天弘中证 500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D899887293 24,307 6

114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南方产业活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D899899088 24,307 6

11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MSCI中国A股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D899899290 24,307 6

11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易方达新经济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9900114 24,307 6

117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D899900407 24,307 6

118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华商健康生活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9901673 24,307 6

119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西部利得中证 500等权

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D899902564 7,292 6

120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华宝事件驱动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D899903390 24,307 6

121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9904231 24,307 6

122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融通互联网传媒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9904427 24,307 6

123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D899904435 24,307 6

124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长盛转型升级主题灵活

配置混合型基金

D899904443 24,307 6

125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瑞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D899905172 11,806 6

126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稳健添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899905368 24,307 6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