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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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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益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0%

股权及20653.606887万元债权

41198.30 715.99

标的企业目前持有重庆市潼南区、酉阳区2宗土地，其中酉阳地块

占地面积：22111.9㎡，总计容建筑面积为：102807.56㎡；潼南地块

项目占地面积66666㎡， 总计容面积247631㎡。 咨询电话: �朱磊

023-63624750；13883002851

21154.799887

2

重庆奥林匹克加油站有限公司

22.294%股权

5069.03 1500.42

标的企业经营的加油站位于九龙坡区谢陈路龙井湾， 拥有站房和

加油棚总建筑约为823.1㎡。 加油站主要经营汽油、柴油、润滑油销

售，设有20㎡地埋式汽油罐4个，20㎡地埋式汽油罐1个，消防沙地

一个，消防水池一个，加油机6台，24把加油枪，发电机组75KW一

台。

950

3

重庆志合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40%股权

14.87 -12.74

标的企业系国内第一家标准化领域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云、贵、

川、渝地区负责标准化技术产品营销及服务的同时，也承接部分新

产品和新项目的研发。 目前标的企业营销针对的重点行业为勘察

设计、汽车、机械、烟草、电力，拥有易审图、标准通、协作通、译标网

等已成熟并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的标准软件系统和服务平台。

0.0001

4

重庆医药公信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55%股权

2365.27 2096.58

标的企业致力打造“互联网医疗+B2B2C+O2O” 线上线下互融互

通的医药电商新模式，实现医和药相结合的服务闭环。 已发展门店

共329家（含加盟店及直营店5家），覆盖重庆市24个区县。 建立了

远程医药咨询平台，实现在线咨询，医生在线开具用药建议，药师

在线审核， 公信网门店接收用药建议并指导消费者购买药品等核

心功能。

1201.87

5

重庆医药公信网药品批发有限公司

55%股权

4132.35 688.28

标的企业现经营销售药品3200多个品种，普通医疗器械200多个品

种，仓库面积2497.71平方米。 以打造重庆智慧医药领先品牌为目

标，构建线上B2B、B2C+O2O运营，打造线下“渠道、终端、零售、医

院配送”四条实体业务线进行配套支撑，同时提供医生远程诊疗服

务平台、处方交付平台、执业药师远程审方及咨询平台、医保网上

支付平台、居民健康数据库等增值服务，推动建立快捷、放心、安全

的医药健康服务体系。

407.8

6

重庆市地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34.3%股权

-- 12736.57

标的企业成立于2013年11月，是经重庆市国资委批准设立、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股权投资管理专业化公司， 主要从事股

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从事投资业务及相关资产

管理。

43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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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城投金卡信息产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39827.58万元，是一家主要经营交通信息卡的技

术开发和服务、智能交通系统设备制造、销售的区域龙头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不低于21787.2万元 10.76%

证券代码：

600809

证券简称：山西汾酒 公告编号：临

2019-042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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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媒体报道简述

2019年10月21日，有媒体刊登名为《山西汾酒总经理透露全年营收或达120亿涉嫌信披违规》相关

报道，部分网站进行了转载，文中称：“10月18日，山西汾酒总经理常建伟在世界名酒价值论坛上表示，

山西汾酒未来的发展目标是进入酒企前三。 三年前公司营业收入60亿元左右，今年有望实现120亿元” 。

二、关于报道的澄清说明

公司关注到上述报道事项后，及时向相关人员核实，现对相关事项澄清如下：

1、2019年10月18日，汾酒集团党委委员、董事、股份公司总经理常建伟代表汾酒集团出席了中国酒

业协会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世界名酒价值论坛” 。 在论坛对话环节，常建伟总经理介

绍了汾酒集团改革发展情况，并表示：“三年前汾酒集团酒类营收60亿左右，预计2019年汾酒集团酒类

营收有望达到120亿。 ” 120亿营业收入数据为汾酒集团公司2019年冲刺目标，而非本公司2019年营业

收入预测。

2、上述涉及汾酒集团公司营业收入的数据，是常建伟总经理按照汾酒集团2019年冲刺120亿元目

标精神进行的表述，具体相关经营数据以公开信息为准。

3、常建伟总经理对本次言论对投资者造成的误解表示歉意，并承诺将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勤勉尽责，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情况再次

发生。 公司将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督促相

关人员遵守规定，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三、其他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本公司编号为 1312040001（TB）及 1312040002（TB）的证券质押

登记证明原件因故遗失。 编号为 1312040001（TB）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登记内容为张余凯（出质人）将其持有的欧泰克（证券代码：430195）

贰佰柒拾万股（2,700,000 股）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三

环支行，其中出质人证券账户为 0136811040，证券代码为 430195，托管

单元为 723200， 质押登记日为 2013 年 12月 4日。 编号为 1312040002

（TB）证券质押登记证明登记内容为姜学文（出质人）将其持有的欧泰

克（证券代码：430195）壹佰捌拾万股（1,800,000 股）质押给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东三环支行，其中出质人证券账户为 0029795687，证券

代码为 430195，托管单元为 723200，质押登记日为 2013 年 12 月 4 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三环支行

2019年 10月 23 日

关于股权质押登记证明原件的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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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93)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10月21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10

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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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207�

20.7731�

33.9379�

15.0652�

11.7004�

15.1189�

12.3529�

13.4055�

10.6605�

5.6766�

10.4673�

10.4518�

遗失声明

华福证券关于证券经纪人证书遗失作废

的声明：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分公司

证券经纪人李聃（证书编号

S0210418120063

）

不慎遗失证券经纪人证书。 现公告此证券经

纪人证书作废，特此声明。

特别提示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海生科”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78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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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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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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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

银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

1,780.00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10.01%，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为 17,784.53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249.2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 14.00%。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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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2,419 股，

占发行总量的 13.78%，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39,581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10,755,581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8%；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4,592,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92%。 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89.23 元 /股。

根据《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和《上海昊海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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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 3,22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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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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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0,581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127,000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92%。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0.04134457%。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T+2 日）

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

精确至分）， 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

配金额的 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

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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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19 年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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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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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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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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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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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

抽签方式确定。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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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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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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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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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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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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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

厅主持了昊海生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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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数 0575， 3075， 5575， 8075

末“5” 位数 81898

末“6” 位数 386897， 886897， 116096

末“7” 位数 8380598， 5880598， 3380598， 0880598

末“8” 位数 2432282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昊海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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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4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500 股昊海生科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19〕21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 号）、《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以及《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等相

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

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19 年 10 月 21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279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3,731 个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 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680,36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

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500,040 73.50% 6,778,426 73.51% 0.13555768%

B类投资者 1,000 0.15% 13,550 0.15% 0.13550000%

C类投资者 179,320 26.36% 2,428,605 26.34% 0.13543414%

合计 680,360 100% 9,220,581 100.00% 0.13552503%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由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其中零股 362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开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

细”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T+3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

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昊海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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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布网下

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

综合确定，包括：

1、UBS�AG（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公司，简称“瑞士银行” 、“瑞银集

团” ）；

2、长江财富 - 昊海生科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为

“昊海员工资管计划” ）。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UBS�AG 和昊海员工资管计划管理人上海长江财

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财富” ）已与发行人签署相关配售协

议。

（二）获配结果

2019 年 10 月 17 日（T-2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

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9.23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15.88

亿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

超过 10 亿元，但不足 20 亿元， UBS�AG 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4%，但

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UBS�AG 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6,000 万

元，本次获配股数 672,419 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19 年 10 月 25

日（T+4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 UBS�AG 缴款原路径退回。

长江财富已代表昊海员工资管计划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

战略配售经纪佣金人民币 159,623,547.00 元 （其中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

158,829,400.00 元，对应应缴纳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 794,147.00 元），昊海

员工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数 178 万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19 年 10

月 25 日（T+4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昊海员工资管计划缴款原路径

退回。

昊海员工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将按照参与该计划的认购比例获得对应的资

管计划份额。 昊海员工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姓名、职务、参与人在资管计划中的

认购金额及资管计划参与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上市公司

董监高

认购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参

与比例

1 侯永泰

昊海生科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

席

是 200.00 1.03%

2 吴剑英 昊海生科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是 1,600.00 8.24%

3 黄明

昊海生科执行董事兼董事会秘

书

是 500.00 2.57%

4 唐敏捷

昊海生科执行董事兼财务负责

人

是 875.00 4.50%

5 陈奕奕 昊海生科执行董事 是 500.00 2.57%

6 童伯健

昊海生科总经理助理兼工程总

监

否 2,000.00 10.30%

7 任彩霞 昊海生科副总经理 是 280.00 1.44%

8 王文斌 昊海生科副总经理 是 420.00 2.16%

9 张军东 昊海生科副总经理 是 755.00 3.89%

10

Mak�Chueng�

Kwai�Anthony

Haohai�Holdings执行总裁 否 100.00 0.51%

11 金莎 昊海生科总经理助理 否 220.00 1.13%

12 李安 昊海生科财务总监助理 否 1,400.00 7.21%

13 张彩霞 深圳新产业副总经理 否 1,095.00 5.64%

14 马文东 深圳新产业华南经营中心经理 否 750.00 3.86%

15 张董芳

昊海生科市场部副经理（医美

产品）

否 600.00 3.09%

16 王婧婧 昊海生科人力资源部经理 否 485.00 2.50%

17 任剑菁

昊海生科总经理办公室医美事

务总监

否 410.00 2.11%

18 张良才

昊海生科松江生产基地副总经

理

否 395.00 2.03%

19 艾建华 昊海生科医学部医学总监 否 370.00 1.90%

20 田敏 昊海生科证券事务代表 否 360.00 1.85%

21 张劲松 深圳新产业董事兼总经理 否 340.00 1.75%

22 王朝静 其胜生物生产部经理 否 300.00 1.54%

23 徐雯 建华生物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 否 280.00 1.44%

24 艾文峰 深圳新产业市场部经理 否 280.00 1.44%

25 刘继敏 昊海生科财务部经理 否 270.00 1.39%

26 俞志华 其胜生物办公室主任 否 255.00 1.31%

27 吴彦伟

昊海生科销售部大区经理（医

美产品）

否 235.00 1.21%

28 陶伟栋 昊海生科工程管理部副经理 否 210.00 1.08%

29 杜鹏

昊海生科项目管理部经理兼产

品总监

否 200.00 1.03%

30 蒋丽霞 其胜生物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 否 200.00 1.03%

31 李凤

昊海生科公共事务部经理兼上

海办事处经理

否 200.00 1.03%

32 付士强

昊海生科商务部客户总监兼销

售部大区总监（医美产品）

否 200.00 1.03%

33 刘景 其胜生物生产部副经理 否 190.00 0.98%

34 方杰

昊海生科销售部上海地区副经

理（骨科产品）

否 190.00 0.98%

35 杨光旭 深圳新产业西南销售中心经理 否 160.00 0.82%

36 王晓雷 昊海生科市场部品牌经理 否 150.00 0.77%

37 陈金态 昊海生科工程总监助理 否 150.00 0.77%

38 徐徐 深圳新产业财务部经理 否 150.00 0.77%

39 菅锐

昊海生科投资发展部投资发展

经理

否 140.00 0.72%

40 杨金玲 昊海生科医学部副经理 否 130.00 0.67%

41 侯建霞 其胜生物质量保证主管 否 130.00 0.67%

42 吕琦

昊海生科销售部大区总监（骨

科产品）

否 120.00 0.62%

43 张雪莲 深圳新产业质量管理部经理 否 110.00 0.57%

44 黄淑芳 珠海艾格副总经理 否 110.00 0.57%

45 李亚飞 河南宇宙财务总监 否 105.00 0.54%

46 欧阳娟 河南宇宙销售总监 否 105.00 0.54%

47 黄凌 昊海发展运营管理部经理 否 100.00 0.51%

48 黄治本

昊海生科商务部大区经理（骨

外科产品）

否 100.00 0.51%

49 余耀国

昊海生科商务部商务总监（原

料）

否 100.00 0.51%

50 魏长征

昊海生科监事兼其胜生物研发

总监

是 100.00 0.51%

51 俞利人 昊海生科销售部客户开发经理 否 100.00 0.51%

52 赵韡劼 昊海生科公共事务部主管 否 100.00 0.51%

53 潘薇

昊海生科市场部区域产品经理

（医美产品）

否 100.00 0.51%

54 吴明 昊海发展商务总监 否 100.00 0.51%

55 程军

昊海生科商务部大区经理（外

科产品）

否 100.00 0.51%

56 刘俊杰

昊海生科销售部地区经理（外

科产品）

否 100.00 0.51%

57 柳丽

昊海生科销售部大区经理（医

美产品）

否 100.00 0.51%

58 弯家立 河南宇宙总工程师 否 100.00 0.51%

合计 19,425.00 100.00%

注：表中 1、5-6、10-58 为公司认定的核心员工，其他均为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限售期

UBS�AG 672,419 59,999,947.37 - 24个月

昊海员工资管计划 1,780,000 158,829,400.00 794,147.00 12个月

合计 2,452,419 218,829,347.37 794,147.00 -

注：以上获配金额不含战略配售经纪佣金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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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10-5832�8678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0

月

23

日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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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

同意（证监许可〔20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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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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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12.36%。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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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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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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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4 日（T-1日，周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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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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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3

日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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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８５１．８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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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月

１６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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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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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和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或“华龙证券”）（上述两家承销机构以下统称“联

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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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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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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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７７．７７７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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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０１．８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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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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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发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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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月

２４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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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杭州安恒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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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泉物联”、“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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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９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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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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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华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东方花旗和华金证券统称为“联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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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

３７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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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８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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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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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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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月

２４

日（周四）

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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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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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