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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电气（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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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３

，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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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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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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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发行规模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１

，

８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规模的

６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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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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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周二）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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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

刊登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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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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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门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4,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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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9〕1923号文注册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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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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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4,300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

量为64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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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15%。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924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80.00%；网上发行数量为731万股，占扣除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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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3,655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9.10元/股。

普门科技于2019年10月25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发行A股731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9年10月2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19年10月29日（T+2日）披露的《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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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19年10月2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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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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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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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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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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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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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网下

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承诺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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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

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

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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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

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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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3,492,271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2,827,385,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3202294%。配号总数为45,654,770个，号码范围

为100,000,000,000一100,045,654,76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普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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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3,12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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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5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558.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1,096.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

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80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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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778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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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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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8日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８

，

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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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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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

８

，

２６７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４

，

９６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１％

，网上初始发行股数为

３

，

３０６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９．９９％

。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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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周二）

０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二、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三、参加人员：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

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

券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

日报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特别提示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迪西”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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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上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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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19〕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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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发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550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325,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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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不存在差额。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9,222,5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发行数量为 3,952,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网下、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13,175,000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1.50 元 / 股。发行人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美迪西” A 股 3,9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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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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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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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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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9 年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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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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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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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的配

售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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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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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492,038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1,888,552,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324627%。配

号总数为 23,777,105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23,777,10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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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0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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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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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5,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270,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43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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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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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19 年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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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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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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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器”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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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上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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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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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000.00 万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50.0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12.8791 万股，占

发行总规模的 4.26%。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371,209 股首先回拨至

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8,371,209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16%，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500,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84%。 最终网上、

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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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 18.79 元 /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 （T 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中国电器” A 股

95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19 年 10 月 29�日（T+2 日）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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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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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应当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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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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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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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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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

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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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 ）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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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T+3 日）通过

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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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

格核查系统在线签署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

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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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

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

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

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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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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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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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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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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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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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中签率

根 据 上 交 所 提 供 的 数 据 ， 本 次 网 上 发 行 有 效 申 购 户 数 为

3 , 497 , 763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30 , 129 , 812 , 500 股，网上发行初

步中签率为 0 . 03153023% 。 配号总数为 60 , 259 , 625 个 ，号码范围

为 100,000,000,000-100,060,259,624。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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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171.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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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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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8.3709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70.1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428.7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

量的 29.8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74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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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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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厅进行本

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T+2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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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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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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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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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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9年10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股票代码：

000663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2019-059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违规对外担保并构成关联担保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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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刊登了《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并构成

关联担保 的风险提示公告》、7月13日刊登了《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并构成关联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福建森源家具有

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家具” ）违反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为福建森源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

000�万元银行贷款、福建森源贸易有限公司 1,995�万元银行贷款及福建省洪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00�万元银行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为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于2019�年4月29日下发《关于对苏加旭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2019]15号）。 截止 2019�年7月10日，森源家具已解除对福建森源贸易有限公司1,995万元银行贷款、福建省洪涛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1,900�万元银行贷款的担保。

近日,�森源家具全资子公司广东森源蒙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森源” ）收到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洪濑支

行（以下简称“泉州银行洪濑支行” ）《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目前，广东森源为主债务人福建森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森源投资” ）担保的债务本金人民币15,000万元整及尚欠利息（含罚息）人民币2,219,424.23元债务逾期，广东森源作为

担保人应按担保合同约定履行担保责任。

经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获取的企业信用报告中发现，广东森源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行为，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

被担保单位名称

担保对象与上市

公司的关系

违规担保余

额（万元）

占最近一期（2018）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担保类型 担保事项 担保期限

福建森源投资有限

公司

股东、董事苏加

旭的关联公司

15,000.00 18.51

连带责任

担保

银行借款

2017/08/01-

2019/08/10

二、违反的相关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应报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披露，并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苏加旭违反《公司章程》中关于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未履行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正常的决策流程及签字用印流程，私

自办理上述对外担保相关手续，未通知上市公司董事会、相关董监高。在上述担保期间，公司及审计机构所获取的询证材料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企业信用报告中均未发现上述违规对外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之前未知悉上述事项。

三、可能给公司带来的风险

上述违规担保行为存在被担保权人行使担保权从而造成损失的风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3.1之规定：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四）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 上述违规担保可能导致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四、构成关联担保的说明

由于森源投资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苏加旭的关联公司，广东森源为森源投资所提供的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五、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已要求股东苏加旭尽快解除上述违规担保。

公司将对违规担保情况进一步核查，并根据核查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