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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

2019-089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

0207.HK

）

为其子公司

Bapton Company Limited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了促进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悦城地产” ）及其全资子公司

Bapton�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Bapton” ）近日与多家银行组成的银团签署了相关融资协议。 Bapton作为借款

人向上述银团申请总计8亿美元银团贷款（该贷款分为3年期及5年期两个品种，其中3年期贷款本金金额为4亿美元，年利

率为伦敦银行同业拆息加1.15个百分点； 5年期贷款本金金额为4亿美元，年利率为伦敦银行同业拆息加1.45个百分点），

大悦城地产为Bapton申请的该笔8亿美元银团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上述担保事项已履行大悦城地产相关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Bapton� Company� Limited是一家注册于香港的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证书编号为0173862，注册时间为1986年8月22

日，注册资本为2港元。 办公地址：33/F.,� COFCO� Tower,� 262� Gloucester�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经

营范围：物业投资。 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目前，Bapton不存在重大担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Bapton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848,547,455.43 857,282,588.84

总负债 6,282,242,503.28 6,309,749,409.51

银行贷款余额 0 0

流动负债余额 6,271,017,668.75 6,298,827,227.83

净资产 -5,433,695,047.85 -5,452,466,820.67

2019年1-6月

（未经审计）

2018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501,316.57 100,019,185.44

利润总额 46,710,096.88 38,911,967.65

净利润 40,223,592.72 27,099,494.64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大悦城地产与多家银行组成的银团签订融资协议，该协议约定大悦城地产为Bapton向银团申请的8亿美元银团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及保证责任： 债务人Bapton根据相关融资文件应向借款人支付的任何款项及产生的任何费用、损失或

因承担义务而应赔偿或支付的相关费用。

3、担保本金金额： 8亿美元。

4、担保期限：8亿美元贷款项下4亿美元的担保期限为3年，4亿美元的担保期限为5年。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大悦城地产为Bapton向银团申请的8亿美元银团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

2、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持有Bapton100%股权，Bapton已纳入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

控制范围内，本次担保行为公平对等。

3、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完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为2,784,770�万元，

占公司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65.40%（占净资产的比重为76.46%）。其

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2,406,370万元，占公司截至 2019� 年 6� 月 30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比重为142.93%（占净资产的比重为66.07%）。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378,400

万元，占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22.47%（占净资产的比重为10.39%）。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担保协议

2、大悦城地产相关决议文件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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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联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31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简称为“英联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079”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21,400.00万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

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10月21日（T日）结束。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

售915,769张，即91,576,90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2.79%。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10月23日（T+2日）结束。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

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209,35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0,935,60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4,87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487,400.0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 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可转债全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此外，《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

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1张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因此，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数量合计为14,875张，包销金额为1,487,

500.00元，包销比例为0.70%。

2019年10月2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

承销费用后一起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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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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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111857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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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13%股权 -- 724600

集煤炭、电力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新型能源公司，主要从事煤炭开采、洗选加

工、煤炭销售、发电、配售电等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419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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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01.8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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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4368.68

4

重庆市南川区丰绿农产品批发物流市场

有限公司51％股权及6047.932219万元债

权

67047.28 49638.73

标的企业于2012年4月在重庆市南川区取得两宗商服用地共358.48亩，分别

用于建设农产品批发物流市场项目和朝天门分市场项目。 其中，农产品批发

物流市场项目占地约262.6亩，容积率1.5；朝天门分市场项目占地约95.88亩，

容积率3.0。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8857.43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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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不低于21787.2万元 10.76%

2 重庆交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13800万元，是一家以网约车、公务用车、分时租赁三大主营业

务为主体，集车辆租赁、车辆销售等多样经营发展于一体的汽车租赁龙头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不低于18750万元 55%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评估值（万元）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18号附1号、 附2

号、附3号房产

标的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商圈，紧邻香港城、现代广场、九街花市等商业集中区

域，位置非常优越。标的建筑面积约2284.8㎡，房屋用途为商业服务，土地用途为其他

商服用地，土地性质为出让。标的楼层为临街一、二层，第一层面积约1100㎡，第二层

约1184.8㎡。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7414.18 6673

2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通航路9号1幢等6处

房产、土地使用权、构附着物及设施设备

项目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兴航空产业园内，占地261亩，土地性质为出让，用途为

其他商业服务用地，使用期限至2064年1月31日。 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

目前已建成6.5万平方米，含3栋教学楼、1栋食堂、2栋宿舍、1个足球场、2个篮球场。

49698.39 39858.11

3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65号（外贸大楼）

第7至8层房产整体转让

标的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红旗河沟附近，紧邻观音桥商圈，周边商业设施齐全，交通便

利。 标的建筑面积约1978㎡，房屋用途为办公用房，土地性质为划拨，用途为其他商

业服务用地。

1799.98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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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水侨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建水侨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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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 职工人数：--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

业管理服务；房地产经纪服务。

股权结构：云南世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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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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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到的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公司项目开发，补充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增资达成条件：本次增资公开挂牌期间，征集到不少于1家符合资格条件

的投资方，符合增资条件，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备案评估结果（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溢价40%所确定的金额，并经增资方有权批准机构同意。

2、增资终结条件：本次增资公开挂牌期间，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或各意向投资人均未按时支

付保证金；或经过竞争性谈判后未能确定最终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未能与公司和公司原股东就《增资

协议》的条款达成一致。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后，原股东云南世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9%，新增投资方持股51%。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注册资本金，原股东按照章程约定于2024年9月10日前实缴到位。 2、本次增资不涉及职工安置

问题。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1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12-1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化学工业第一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化学工业第一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3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专业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290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工程测量、地籍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工程物探、地

震地质、环境地质、建筑工程设计、咨询、监理、环境影响评价及水气分析、塑料及玻璃钢加工、房地产开

发、冷却塔安装;住宿(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出租;汽车及建筑设备租赁;承担本行业国内和国外外资工

程的勘察、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项目所需的设备、材料及零部件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察、咨

询、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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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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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 30.0000� %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高于1765.0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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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是用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优化股权结构，整合行业优质资源，

扩大公司经营规模。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和

持股比例的要求，经增资方有权批准机构批准并签订《增资协议》，且本次增资价格不低于经核准或备

案的评估结果。

增资终结的条件：未产生合格意向投资方，或最终投资方与增资方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

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公开增资引入新进投资人持股比例不高于30%（单个投资人不

低于10%），非公开增资引入的员工跟投平台持股比例不高于19%，原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51%。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新进投资人后，新进投资人持股比例合计不高于49%，其中公开增资引入新进投

资人持股比例不高于30%，非公开增资引入的新进投资人（员工跟投平台）持股比例不高于19%，原股

东持股比例不低于51%。 各投资人具体持股比例以增资方有权批准单位批准为准。

项目联系人：孟凯

联系方式：15010059298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12-16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

002671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77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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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4日，兴化粤海水务有限公司在兴化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xhzbcg.

com/xhweb/InfoDetail/?

InfoID=fc83e4c5-f6e8-4eaf-a967-a3727aae686e&CategoryNum=005001004）发布了《兴化市长

江引水工程PCCP管采购（二标包）货物招标评标结果公示》，确定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为中标候选人第一名。 对此中标候选人公示，公司提示如下：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业主方：兴化粤海水务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兴化市长江引水工程PCCP管采购（二标包）

3、项目内容：本合同标段范围内，输水工程中所有PCCP（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管道及管配件的设

计、制造、检测以及运输交货、安装技术服务。

4、计划工期：730天

5、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投标报价玖仟伍佰叁拾肆万伍仟陆佰柒拾捌元零玖分（￥95,345,678.09元），约占公司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9.42%，本项目的履行预计对公司2019-2021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影响。

三、风险提示

该评标结果公示时间为2019年10月24日至 2019年10月28日。目前公司仅为中标候选人，公司能否

收到中标通知书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具体事项待取得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将及时

做进一步的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19-077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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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补流情况

1、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8年10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2018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

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2018年度

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1,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归还情况

截至2019年10月24日， 公司已将上述2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合计31,000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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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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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95)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10月23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10

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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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63�

20.7667�

33.9223�

15.0670�

11.6914�

15.1889�

12.2625�

13.4036�

10.6083�

5.6631�

10.4724�

10.4534�

力合科技（湖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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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科技” 、“发行人” ）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T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力合

科技” A 股股票 2,000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 2,000万股。其中，网上发

行 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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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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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9,830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21,604,117,000 股 ， 配 号 总 数 为 243,208,234 个 ， 配 号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243208234。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64468116%，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6,080.20585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9 年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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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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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4 元 / 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T 日（2019 年 10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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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8 日（T+2 日）公告

的《力合科技（湖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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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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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力合科技（湖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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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5日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生物”、“发行人”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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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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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９

，

５６２

，

５５６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８６

，

８７６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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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４８６

，

８７６

股，占发行总量的

３％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

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８

，

４６０

，

６８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９

，

６１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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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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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７９

元

／

股，华熙生物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

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华熙生物”

Ａ

股

９

，

６１５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华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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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

新股配售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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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月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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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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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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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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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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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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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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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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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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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４５０

，

１４７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２９

，

７３５

，

８１９

，

５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３２３３４７４％

。

配号总数为

５９

，

４７１

，

６３９

，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

０５９

，

４７１

，

６３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华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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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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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０９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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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

，

８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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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

６５２

，

６８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４

，

４２３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８５０３７９％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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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天津久日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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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日新材”、“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

２

，

７８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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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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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

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招商证券和太平洋证

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８０．６８

万股。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１１．２２７２

万股，约占发行总规模的

４．００％

。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８９．９８２０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３．２４％

。 初始战略配售

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１．２４５２

万股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

，

８９０．６９８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２７％

；网上发行数

量为

８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７３％

。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２

，

６９０．６９８０

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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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６．６８

元

／

股。

久日新材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久日新材”股票

８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

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天津久日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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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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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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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月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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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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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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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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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配售对

象账户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的

方式确定。 未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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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限

售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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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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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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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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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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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４４９

，

６６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２５

，

４７９

，

６８３

，

５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３１３９７５６％

。

配号总数为

５０

，

９５９

，

３６７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５０

，

９５９

，

３６６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天津久日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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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１８４．９６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２６９．１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２１．５９８０

万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２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６９．１０００

万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９．７３％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０．０４１９５８９２％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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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

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