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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告(2019-218)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11月25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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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771�

20.8007�

34.1514�

15.1017�

11.7700�

15.1033�

12.3613�

13.5159�

10.8286�

5.6376�

10.5330�

10.4850�

中 国 华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西 省 分 公 司 资 产 拍 卖 公 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拥有对中诚国际置地(江西)有限公司债权，拟进

行公开拍卖，现予以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拥有对中诚国际置地(江西)有限公司债权资产，

我司将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 10 时至 2019 年 12 月 4 日 18 时止（延时除外）在阿里巴巴资产拍

卖网络平台（淘宝网）（https://zc-paimai.taobao.com）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我司对“中诚国际置地(江西)有限公司” 债权信息详见下表：

展示时间： 自 2019 年 11 月 27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 日，我司将在淘宝网及我司（南昌铁街 2 号）进行

展示。

竞买保证金： 有意竞买人应在 2019 年 12 月 4 日

10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 1300 万元汇入以下指定账户（户

名：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开

户 银 行 ： 工 商 南 昌 市 洗 马 池 支 行 ， 账 号 ：

1502001729000000248）。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意向投

资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其他：网络公开拍卖其他信息、具体规则及未尽事宜

详见我司在淘宝网公示《竞买须知》。

咨询人：付先生，联系电话 0791-86648961

��邓女士，联系电话 0791-8664895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2019 年 11月 27 日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债务情况（单位：万元）

保证担保 抵质押物情况

本金

欠息(截至

2019/7/31)

本息合计

1

中诚国际置

地(江西)有

限公司

11680 15003.45 26683.45

熊浩江、北京天驿

宾馆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1、“艾 溪 湖 1 号 ” 项 目

28845.75�㎡在建工程设定抵

押。 2、中诚国际置地(江西)有

限公司 100%股权设定质押。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的债权本金及利息金额，其后利息及罚息按照原合同约定计算。

2.本次拍卖的标的是以现状为准，并依现状拍卖，如与实际有误差不影响成交价款。拍卖的资料介绍仅供参考，拍卖人和委托人不

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 竞买人事先须对拍卖标的进行认真咨询，实地看样。 一经竞价，即表明竞买人已完全了解情况，完全接受拍

卖标的的现实品质及瑕疵（包括未知瑕疵），并愿意对自已的竞买行为承担一切责任，拍后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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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鹏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5%股权 302929.519629 64156.436071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重庆市江北区石马河片区的在建工程及土地，土地面积为 172220.2平方米；土

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 商务用地； 可建建筑规模为553124.41平方米， 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407909.94平方米（住宅 355890.18平方米，商业 47926.86平方米，车库455.92平方米，配套及其他

3636.99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145214.47平方米（车库145062.08平方米，配套及其他 152.39平

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60949

2 华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5%股权 291329.57 100091.36

标的企业是国家科技部认可的国内首家以“科技融资租赁” 为主要服务手段的全国性综合金融服务

公司，西部地区首家直接兼营商业保理的租赁企业，主要从事直接租赁、转租赁、回租赁、杠杆租赁、

委托租赁、联合租赁、项目租赁、跨境租赁等融资租赁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5600

3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42852.88 2286.43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彭水县靛水新城的两宗总计306.85亩的土地。土地性质为其他普通

商品住房用地，总计容面积为502896.6平方米，折算楼面地价评估值仅为852元/平方米，其中住宅用

地出让年限50年，商业用地出让年限40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286.43

4 重庆优世通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 50899.16 50873.72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小安溪片区地块1宗，占地面积约12.8469万㎡，计容面积约

38.54万㎡，容积率不高于3，折算后楼面价约1350元/㎡，商住比例（商业20%、住宅80%）

52000

5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13%股权 -- 724600

标的企业系集煤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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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重庆渝赢物流有限公司100%股权 43172.75 42346.74

标的企业实际未经营物流相关业务，主要进行了房地产投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海

尔路825号房屋1幢。 房产建成于2013年，建筑面积共53796.76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用途为办公

用房。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共7033.1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仓储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60年11月26日。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8154.4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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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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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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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49698.39 39858.11

3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2号房产

标的位于重庆市解放碑小什字核心区域，建面约895.98㎡，其中临街一层建面为557.54㎡为商业门面，二层建

筑面积为338.44㎡。 适合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作为营业网点或办公场所使用。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3630 3630

证券代码：

000977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

2019-078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请做好浪潮信息配股申请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1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浪潮信息配股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以下简称：《告知函》）。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告知函》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和落实，完成了对《告知函》中所列问题的回复。 现根据要求对《告知函》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相关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关于请做好浪潮信息配股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公开配股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以及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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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05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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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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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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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海亮转债” ，

债券代码为“128081”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31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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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发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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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T日）结束。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20,301,459张，即2,030,145,9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4.45%。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9年11月25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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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张）：2,612,56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61,256,7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张）：29,53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953,300

三、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的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9年11月25日（T+2日）结束。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资金到账情况，对本次可转债网下发行的最

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数量（张）：8,556,44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55,644,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张）：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

本次网下申购资金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网下发行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

师现场见证。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承销团协议约定，本次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此外，《浙江海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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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1张由主承销商包销。因此，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数量合计

为29,534张，包销金额为2,953,400元，包销比例为0.09%。

2019年11月2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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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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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6338151、663381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7日

汇添富新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1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新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新睿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81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2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汇添富新睿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9年11月2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19年度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新睿精选混合A 汇添富新睿精选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816 002164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1.165 1.172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41,665,446.58 3,119,349.83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55 0.55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9年11月29日

除息日 2019年11月29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9年12月3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其红利将按2019年11月29日除息后的基金份

额净值折算成基金份额， 并于2019年12月2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9

年12月3日起可以查询、赎回、转换出。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

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

所折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现金红利划出托管户的日期。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现金红利方式。

3、本基金A类、C类份额可以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4、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

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当日），在本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

间内到销售网点更改分红方式。

5、注册登记机构在权益登记日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但该申请仅对以后的收益分配有效，而对本

次收益分配无效。

6、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其在某

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7、投资者若在汇添富直销中心通过多个交易账号持有本基金，不同的交易账号可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修改某个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其他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

8、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

益。

9、咨询办法

（1）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99fund.com。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918。

（3）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公司官网《汇添富

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基金销售机构信息表》）。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

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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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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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19年4月7日和2019年4月30日分

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为子公司新增债

务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拟根据子公司昆明百货大楼商业有限公司、昆明百货大楼（集团）家电有

限公司、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昆明百大新纪元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纪元酒店” ）经

营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分别为其2019年度的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18.45亿元。其中,本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新纪元酒店提供担保额度为900万元。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9日和

2019年5月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9年度为子公司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额

度的公告》（2019-029号）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9-052号）。

现根据实际进展，就上述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11月26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纪元酒店与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行政中心支行（以下简

称“富滇银行行政中心支行” ）签订《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新

纪元酒店因经营需要向富滇银行行政中心支行申请借款800万元， 借款期限自2019年11月26日起至2021年

11月25日止。 为确保上述主合同的履行，在本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本公司与富滇银

行行政中心支行于2019年11月26日签订《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担保保证合同》，由本公司为新纪元酒

店与富滇银行行政中心支行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发生后，截至本公告日，在本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本公司对新纪元酒

店申请借款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为800万元，未超过该次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经审议的

最高担保

额度

（万元）

截至本次

担保前的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金额

（万元）

累计担保额

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本公司

昆明百 大新

纪元大酒店

有限公司

100% 21% 900 0 800 0.08%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昆明百大新纪元大酒店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346683793K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818.5789万元

5.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东风西路1号

6.法定代表人：郑小海

7.成立日期：2015年7月9日

8.营业期限：2015年7月9日至 长期

9.经营范围：住宿：饮食服务；娱乐（蒸汽浴、健身、游泳池、台球、保龄球、歌舞厅、卡拉ＯＫ、棋牌、电子游

戏）；美容美发；工艺美术品、珠宝玉石制成品、烟、酒、糖、茶、副食品、百货、针纺织品、粮食制品的销售；复印、

传真、摄影服务；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礼仪庆典服务；保健、按摩咨询服务。

10.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百货大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11.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新纪元酒店经审计总资产为3,070.66万元，总负债为676.55万

元，净资产为2,394.11万元。 2018年1～12月营业收入4,518.72万元，净利润397.47万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 新纪元酒店未经审计总资产为3,195.20万元， 总负债为671.12万元， 净资产为2,

524.08万元。 2019年1～9月营业收入3,134.96万元，净利润129.97万元。

12.其他说明：新纪元酒店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富滇银行行政中心支行于2019年11月26日签订的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担保保证合

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富滇银行行政中心支行依据主合同对债务人新纪元酒店形成的币

种为人民币800万元的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基于该债权产生的违约金、赔偿金以及担保权人为实现担

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代理费、差

旅费等）。

3.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本公司同意债权展

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4.合同效力的独立性：本合同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主合同无效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如主合同被确认为

无效，则本公司对于债务人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债务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合同的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至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

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全部偿清之日终止。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是本公司为支持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需求提供的担保，有利于促进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

被担保公司新纪元酒店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可通过对新纪元酒店实施有效管理，控

制相关风险。此外，新纪元酒店管理规范，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因此，本公司认为上述担保不会影响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发生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担保余额为58,706.00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6.24%，无逾期担保金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上述担保均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程序。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与富滇银行行政中心支行签订的《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担保保证合同》；

2.新纪元酒店与富滇银行行政中心支行签订的《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297

证券简称：广汇汽车 公告编号：

2019-122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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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虹莘路3998号广汇宝信大厦9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22,660,8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45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李建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王新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长李建平先

生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许星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2019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00,086,130 99.5836 22,574,698 0.416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2019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11,263,741 99.7898 11,397,087 0.210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2019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9,808,230 99.5785 22,852,598 0.421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广汇汽车

服务集团股份公

司 2019年员 工

持股计划 （草

案）》 及其摘要

的议案

592,431,293 96.3293 22,574,698 3.6707 0 0.0000

2

关于《广汇汽车

服务集团股份公

司 2019年员 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603,608,904 98.1468 11,397,087 1.853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1、2项议案。

李建平、王新明、唐永锜、卢翱、马赴江、许星等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雨清、黄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2019年11月27日

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３

，

９２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２２８

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华辰装备”，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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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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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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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７７

元

／

股，发

行数量为

３

，

９２３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５３．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６９．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４０％

。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９２．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１０％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３０．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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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

２１５

，

０１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６０

，

９８５

，

７３７．７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９１

，

９９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７２６

，

６５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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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９１９

，

４８４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７３

，

５６８

，

７１４．６８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

，

５１６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６５

，

９９５．３２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放弃认购

数量（股）

放弃认购

金额（元）

１

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３ ５

，

４９９．６１

２

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３ ５

，

４９９．６１

３

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３ ５

，

４９９．６１

４

蔡小如 蔡小如

２９３ ５

，

４９９．６１

５

周亚珍 周亚珍

２９３ ５

，

４９９．６１

６

熊剑浪 熊剑浪

２９３ ５

，

４９９．６１

７

周庆捷 周庆捷

２９３ ５

，

４９９．６１

８

龙在平 龙在平

２９３ ５

，

４９９．６１

９

吴晓锋 吴晓锋

２９３ ５

，

４９９．６１

１０

陈武峰 陈武峰

２９３ ５

，

４９９．６１

１１

胡扬忠 胡扬忠

２９３ ５

，

４９９．６１

１２

陈存忠 陈存忠

２９３ ５

，

４９９．６１

合计

３

，

５１６ ６５

，

９９５．３２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９５

，

５０６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７９２

，

６４７．６２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４％

。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Ｔ＋４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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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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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６６３３８１５１

、

６６３３８１５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北京中科海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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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北京中科海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海讯” 或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9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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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8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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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科海讯” ，

股票代码为“300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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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24.60元/

股，发行数量为1,970万股。

3、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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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8,87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83,362,374.2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1,12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57,625.80

5、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即

东兴证券包销股份数量为51,123股，包销金额为1,257,625.80元，包销比

例为0.26%。

2019年11月2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一起划给中科海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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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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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 话：010-66553462；010-66551559

传 真：010-66551380、010-665513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中科海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7日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证券日报

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１

、股票简称：泰和科技

２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０１

３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４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３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

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终发

住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十里泉东路

１

号

联系人：王家庚

联系电话：

０６３２－５２０１９８８ ５２０１２６６

传真：

０６３２－５２０１９８８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保荐代表人：王飞、曾丽萍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７５３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７５５

发行人：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