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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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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东水路18号交通大楼26层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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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87,59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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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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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长陈岳峰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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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7人，董事吴新华先生、侯岳屏先生、吴玉姜女士、陈建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4人，监事周春晖先生、沈锦洪先生、方晓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何高文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陈成漳先生、财务负责人郑建雄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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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080,625 99.9654 362,300 0.0244 151,695 0.0102

2、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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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081,725 99.9655 362,300 0.0244 150,595 0.0101

3、 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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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036,325 99.9625 406,600 0.0273 151,695 0.0102

4、 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预算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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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323,007 99.6456 5,119,918 0.3442 151,695 0.0102

5、 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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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955,325 99.9570 638,195 0.0429 1,100 0.0001

6、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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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080,625 99.9654 370,400 0.0249 143,595 0.0097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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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036,325 99.9625 406,600 0.0273 151,695 0.0102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陈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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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955,325 99.9570 488,700 0.0329 150,595 0.0101

特别说明：

1、经过本次股东大会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共11人，分别为：陈岳峰先生、吴新华先生、侯岳屏先生、程辛钱先生、徐梦

先生、连雄先生、何高文先生、陈建华先生、蔡晓荣先生、吴玉姜女士、林兢女士；其中独立董事为陈建华先生、蔡晓荣先生、吴玉姜

女士、林兢女士。

2、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479,480,5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7,474,824 92.1212 638,195 7.8652 1,100 0.0136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2,568,918 80.0731 638,195 19.8925 1,100 0.034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4,905,9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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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9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7,474,824 92.1212 638,195 7.8652 1,100 0.013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新颖、普泽昆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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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A09

■

2020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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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5)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6月24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08

月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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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变更为每月在《中国证券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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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56�

21.6538�

41.4817�

15.2868�

13.2459�

17.9886�

14.9218�

13.8711�

13.3936�

6.1127�

10.8791�

10.675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

公司合法拥有对债务人重庆水波洞建材有限公

司等 35 户债权及其从权利。截至基准日，债权总

额为人民币 336,182,207.9� 元， 其中本金人民

币 302,293,012.10 元 ， 利息人民币 33,889,

195.80 元，债权担保方式包括抵押担保、质押担

保及保证担保 （具体信息请投资者登录华融网

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我分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公开处置，处置

方式为公开竞价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好，有付款能力，

能够接受债权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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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

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在上述公告有

效期内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

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曾先生、曹女士，联系

电话：023-67719886、023-67719851。

受理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23-67719844。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 178 号美全

22 世纪 A1 座。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分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证券代码：

688009

证券简称：中国通号 公告编号：

2020-025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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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史广建先

生递交的辞职申请。 因工作变动原因，史广建先生申请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将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史广建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公司董事会后续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聘任符

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及董事会对史广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郑州捷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郑州捷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安高科”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30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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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捷安高科” ，股

票代码为“300845”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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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7.63元/股，发行数量为2,309万

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385.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923.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30.9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078.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6月2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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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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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44,85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65,731,705.5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6,15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37,3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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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7,39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0,679,426.7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60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8,243.26

放弃缴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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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初步配售

金额（元）

1

新疆维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78 3,138.14

2

因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因诺天丰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8 3,138.14

3

因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因诺中证

500

指数增强

8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78 3,138.14

4

韩汇如 韩汇如

178 3,138.14

5

李非文 李非文

178 3,138.14

6

许光良 许光良

178 3,138.14

7

张羽 张羽

178 3,138.14

8

苏志彪 苏志彪

178 3,138.14

9

李萌迪 李萌迪

178 3,138.1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7,752股， 包销金额为665,567.76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比例为

0.16%。

2020年6月3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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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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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51201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郑州捷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锦盛新材”）首次

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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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８９７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

Ａ

股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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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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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５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９９

元

／

股。

锦盛新材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锦盛新材”股票

１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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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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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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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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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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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

５５４

，

４５５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９３

，

２２０

，

７２６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８６

，

４４１

，

４５３

个，配号起讫

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８６４４１４５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浙江锦盛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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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３２２．０７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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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数量

１

，

２５０

万股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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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２４１３６２６３３％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１４３．１４３４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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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葫芦娃”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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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2020]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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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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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40,100,000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28,07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 12,030,000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19 元 / 股。

葫芦娃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葫芦娃” A 股 12,03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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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3,693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95,289,073,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262474%。 配号总数为 95,289,073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95,289,07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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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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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10,000 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6,09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78742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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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

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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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0年 7 月 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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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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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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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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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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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于 2020年 3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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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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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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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泰君安” ）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国泰君安及海通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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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87,130,000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1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7,426,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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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63,5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3,940,500股，占扣除初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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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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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 1 日（T-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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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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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２

，

６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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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

９１９

号文核准。

本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新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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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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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２

，

６５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１

，

５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１

，

０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

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１

日，周三）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加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仔细阅读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６

日）登载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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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

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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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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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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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

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首都在线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４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１

，

１３１．６２７７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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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发行人：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冉北街

９

号宝蓝金园国际中心

Ｂ

段三层

Ｂ３０１０

号房间

３

、联系人：杨丽萍

４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９７７３３

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８６２１２１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保荐代表人：彭捷、王彬

３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１

层

４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２２

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６９６０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四会富仕” A 股 1,416 万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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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3,514,449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115,238,916,000 股， 配号总数为 230,477,832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30477832。 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22875158%， 有效认购倍数为

8,138.34153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20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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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

并于 2020年 7月 1 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

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33.06元 / 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2020 年 6

月 29 日（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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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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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1 日

（T+2日）公告的《四会富仕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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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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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