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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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万盛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及42.284222万元债权

3643.44 3595.9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坐落于重庆市万盛区万东北路42号的万盛宾馆。 该宾馆建成于1995

年，万盛宾馆占地面积为3036平方米，房地证上证建筑面积为6592平方米，实际建筑面积

为7861.4平方米总楼层为9层，其中地下1层为车库，地上8层为客房及设备用房。 拥有客房

90间，大会议室和小接见厅各一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278.857222

2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彭水有限责任公司

30%股权

17434.18 9367.55

标的企业主要经营县内班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省际班车客运;普通货运,客运站经营,

公共汽车客运(彭水县),出租客运,县内包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等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32.048765

3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54%股权 -- 375770.47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金50亿元，为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 2016年经财政部备案、中国银监

会核准公告，成为重庆市首家地方金融AMC。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50000

4 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7664.13 2743.9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项目管理、EPC工程总承包、工程咨询、工程设计、环境工程咨询、工程

建设监理等技术服务。 公司是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理事单位、中国工程咨询协会

团体会员单位。 公司拥有化工石化医药工程设计甲级、工程咨询甲级、工程监理甲级、建筑

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压力容器A2设计、压力管道GC1、GB1、GB2设计、清洁生产审核、

重庆市环境污染治理甲级等多项资质。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743.98

5 重庆重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30%股权 30833.64 6762.11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商业保理业务， 企业经营较好， 营业能力较强， 仅2018年营业收入

2956.364379万元，净利润821.465759万元。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3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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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重庆保利小泉实业有限公司49%股权 17244.06 16091.42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镇小泉90号的“重庆小泉宾馆改造” 项目15

幢房屋，包括三期1幢独栋别墅（385.34平方米）；四期建设温泉SPA项目，14幢散落型建筑

（温泉SPA1幢、酒店1幢、功能房3幢、商业住房9幢），总建筑面积14891.73平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8206.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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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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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濠江区海电五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汕头市濠江区海电五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电力成套设备、产品的销售;新能源的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

的销售、租赁;机电设备销售及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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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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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拟新增注册资本：2,000.00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来的资金将用于汕头南澎二、南澎三海上风电场项目前期开发工

作，包括场址勘察、环境评价调查等。海电五期希望投资方通过参股合资，支持汕头南澎二、

南澎三海上风电场项目发展。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原股东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为20%，新进股东持股比例为8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增资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2、本次增资拟征集投资方数量：1个。

3、本次增资底价以经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计算。 4、增资人成立于2018年12月21日，

故无法提供2017年、2018年审计报告。 5、本次增资后海电五期的第一届董事会计划由5人

组成，其中原股东委派人1人，投资人委派人4人。 6、本次增资后，增资方根据《公司法》的

规定设立股东会，双方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对于海电五期公司和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潮电五期公司的章程修改以及海电五期公司和潮电五期公司涉及到汕头南澎二、南

澎三海上风电场项目风机主机设备合同采购事项的，都需取得全体股东同意。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5-19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华太极光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华太极光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研究和试验发展

职工人数：24

经营范围：光电科技、太赫兹科技、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光电产品、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机电产品、仪器仪表、医疗器械的销售、租赁

（不得从事金融租赁）；计算机系统集成。

股权结构：

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31.17%；

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30.00%；上海大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29%；浙江华东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13.00%；

倪争技 8.00%；杨永才 1.00%；朱亦鸣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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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7%

拟新增注册资本：4,000.00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为积极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进一步提升公司研发和市场运作能

力，提高公司竞争力，充实公司资金实力，实现战略布局，公司拟实施增资扩股事项，本次募

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

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的条件：征集到符合投资人资格条件，且接受公告的

各项要求的新增投资人。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71.43%， 新进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28.57%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21-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5-2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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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20-054)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3月25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

0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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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386�

21.2553�

35.4703�

15.2260�

12.2936�

16.4748�

12.4747�

13.6536�

10.6522�

5.4705�

10.6370�

10.6010�

证券代码：

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

2020-013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发行可交换债券进展暨解除部分股权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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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国轩” ）的通知，珠海国轩将其可交换债券担保及信托专用证券账户中持

有的80,160,000股办理了解除担保及信托登记。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发行可交换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国轩于2017年6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7]253号），获

准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规模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可交换债券， 期限不超过3年 （含3年）

（公告编号：2017-059）。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国轩于2017年8月31日、2017年10月26日分别完成2017年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债券（第一期）、2017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第二期）发行。 同时，珠海国轩分别于2017

年7月25日、2017年10月24日办理了部分股权担保及信托登记， 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92,

000,000股分别转户至可交换公司债券担保及信托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名为“珠海国轩-开源证

券-17国轩E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以下简称 “专户1” ）、“珠海国轩-开源证券-17国轩E2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以下简称“专户2” ） 、账户名为“珠海国轩-开源证券-17国轩E3担保及信

托财产专户”（以下简称“专户3” ）和“珠海国轩-开源证券-17国轩E4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以下简称“专户4” ）（公告编号：2017-068、2017-087）。

2018年8月10日、2018年9月12日、2018年11月8日、2019年8月28日， 珠海国轩与本次可交换

债受托管理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 ）分别签署了担保及信托补充协议，

将其所持公司股份12,500,000股、7,900,000股、60,000,000股、1,650,000股登记在专户中（公

告编号：2018-094、2018-096、2018-107、2019-078）。

珠海国轩2017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已进入换股期， 换股期限分别自2018年8月31日至

2020年8月26日和2018年10月26日至2020年10月21日。 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3月10日期间，

珠海国轩2017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部分持有人实施了换股， 本次换股完成后珠海国轩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含可交债专用账户持股）237,607,99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1.04%（公告编

号：2020-006、2020-008、2020-012）。

二、控股股东本次解除部分股权担保及信托登记情况

近日，珠海国轩与开源证券签署了担保及信托补充协议，将可交换公司债券担保及信托专用

证券账户中已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的本公司股份合计80,160,000股解除担保及信托登记， 该部

分解除担保及信托登记的股份占珠海国轩所持股份的33.74%，占公司总股本的7.10%。 具体情况

如下：

担保及信托财产

专户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股

数（股）

本次解除股数

（股）

本次变得后持

股数（股）

本次解除后占公司股本

比例

专户1 17,978,273 16,130,000 1,848,273 0.16%

专户2 51,380,000 11,270,000 40,110,000 3.55%

专户3 74,456,562 49,230,000 25,226,562 2.23%

专户4 13,091,874 3,530,000 9,561,874 0.85%

合计 156,906,709 80,160,000 76,746,709 6.8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珠海国轩持有本公司股份237,607,994股（含可交债专用账户持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1.04%。其中，珠海国轩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160,861,2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4%；可交换公司债券担保及信托专用证券账户专户持有本公司股份76,746,70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6.80%。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当前累计办理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珠海国轩及其一致行动人李缜先生、李晨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00,

924,5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50%。 珠海国轩担保信托登记股份合计76,746,709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6.80%；珠海国轩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冻结股份合计为136,390,69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12.08%。

公司将持续关注珠海国轩可交债进展情况，上述股份解除担保及信托登记行为不会导致其实

际控制权的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公司及控股股东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担保及信托登记申请受理

回执》。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126

证券简称：中材节能 公告编号：临

2020-011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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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北辰区龙洲道1号北辰大厦C座21层公司2112会

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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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6,81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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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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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奇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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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2人，董事詹艳景、魏如山、刘效锋、赵轶青、周晓苏因疫情

防控要求及工作安排等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卢新华、监事肖强因疫情防控要求及工

作安排等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黄剑锋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捐赠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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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499,749 99.9114 316,100 0.0886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史震建、赖熠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6日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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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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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3 楼主持了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

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6957

末“5” 位数 64227，84227，04227，24227，44227

末“6” 位数 245822

末“7” 位数 8842982，3842982

末“8” 位数 99787607，12287607，24787607，37287607，49787607，62287607，74787607，87287607

末“9” 位数 164599614，231923220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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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认

购 500股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 400-808-9999 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1。 按 2转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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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2020年

3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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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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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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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3月 27日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３

，

３３３．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４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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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总量为不超过

３

，

３３３．３４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０４

万股，为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３３．３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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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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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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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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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申请已于

2020年 1月 8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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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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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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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联席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创证券” ）（东方花旗和华创证券统称为“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 5,133.35 万股。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770.002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

的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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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8068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3.34%，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85.1957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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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9.5432万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7%；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309.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3%。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4,448.5432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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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6元 /股。

发行人于 2020年 3 月 26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三友医疗” 股票 1,309.0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T+2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0年 3 月 30日（T+2日）披露的《上海三友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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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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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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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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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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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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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 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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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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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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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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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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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4,794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4,115,755.10万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180461%。 配号总数为

82,315,102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82,315,10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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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4.20倍，超过 100 倍，

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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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9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694.6432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60.5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753.9000 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39.43%。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26142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0年 3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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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 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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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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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3

月

27

日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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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赛智能” 、“发

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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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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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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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20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1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0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80元 /股。

雷赛智能于 2020年 3月 26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发行“雷赛智能” 股票 2,08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T+2

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

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

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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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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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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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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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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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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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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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

数为 14,325,201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42,124,312,500 股， 配号总数为

284,248,625 个 ， 配 号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 截 止 号 码 为

00028424862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832.89964 倍，

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68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 9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29289192%，申购倍数为 3,036.84428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3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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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

将于 2020年 3月 30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