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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59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

2020-51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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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日披露了《关于收到非公开发

行股票反馈意见的公告》。 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232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 ）要求，公司应就有

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

收到反馈意见通知书后，公司和中介机构一同按照反馈意见通知书要求，对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

查和逐项回复，现根据有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的回复》（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回复》” ）。 公司将于《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书面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须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审核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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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159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

2020-52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及其关联方出

具不减持公司股份承诺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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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三特索道”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为

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城建发”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232号）的要求，当代城建发及

其关联方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团” ）以及一致行动人罗德胜分别出

具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的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的

承诺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当代城建发及其关联方当代集团关于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

“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不存在减持

三特索道股票的情况。

本公司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三特索道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 不存在减持三

特索道股票的计划，不会减持三特索道股票。 之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执行。

本公司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因此给三特索道造成的一切损失。 ”

二、当代城建发及其关联方当代集团之一致行动人罗德胜关于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

“本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不存在减持三

特索道股票的情况。

本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三特索道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 不存在减持三特

索道股票的计划，不会减持三特索道股票。 之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本人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因此给三特索道造成的一切损失。 ”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20-70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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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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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81号文核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

称为“中金转债” ，债券代码为“127020”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380,000.00万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3,800.00万张，按面值发

行。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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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认购金额不足380,0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来源：仅

使用新增股份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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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0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

售21,276,274张，即2,127,627,40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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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22日（T+2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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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出如下统计：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6,521,82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652,182,50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201,89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0,18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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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此外，《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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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为一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6张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可转债的数量合计为201,901张，包销金

额为20,190,100元，包销比例为0.53%。

2020年7月2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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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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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电话：010-65608422、010-8645169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4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923

证券简称：河钢资源 公告编号：

2020-47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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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0年7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2020

年7月16日公司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

com.cn）《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20-49）。

2、审议通过《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无异议的专项核查意见，详细

内容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0-50）。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923

证券简称：河钢资源 公告编号：

2020-48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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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7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2020�

年7月16日公司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

表决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上半年

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0-49）。

2、审议通过《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同意公

司继续使用不超过2400万美元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0-50）。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 )于2020年7月22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天地在线” A股1,617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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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616户， 有效

申购股数为148,672,285,000股， 配号总数为297,344,570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97344570。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08762706%， 有效申购倍数

为9,194.32808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0年7月23日上午

在深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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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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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

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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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4/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20

年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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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T+2日）公告的《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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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3日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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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明科技” 、“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3,4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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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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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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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0万股。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1,3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2.35元/股。

发行人于2020年7月23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

行“宝明科技” 股票1,38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发行缴款环节等方面内容，并于2020年

7月2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宝明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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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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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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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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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及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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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获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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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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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

国结算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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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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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32,221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31,952,494,500股，配号总数为263,904,989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6390498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宝明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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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1.77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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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3,10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0.0235311959%，申购倍数为4,249.67776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0年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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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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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4日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鼎光电” 、“发行人” 或“公

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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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 号

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力鼎

光电” ，股票代码为“605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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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所处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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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9.28 元 /股，发行数量为 4,1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量为 2,87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量为 1,2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41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3,69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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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29,46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41,777,472.3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0,53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654,5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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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63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8,044,612.8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65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3,3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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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获配

数量

（股）

应缴款

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

（元）

实际配售

数量

（股）

放弃认购数量（股）

1 古苑钦 古苑钦 365 3,387.2 0 0 365

合计 365 3,387.2 0 0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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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70,896 股， 包销金额为 657,

914.88 元，包销比例为 0.17%。

2020 年 7 月 24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

与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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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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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809、021-6882609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4

日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霖家居”、“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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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６７

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建霖家居”，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４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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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市场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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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５３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

１

，

３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发行数量为

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４

，

０５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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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

４０７

，

３４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２７

，

５２６

，

００５．７３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９２

，

６５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４３８

，

９９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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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４９９

，

６８７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９

，

８８０

，

１３９．１１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１３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４

，

８６０．８９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实际缴款金额（元） 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

古苑钦 古苑钦

３１３ ４

，

８６０．８９ ０ ３１３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等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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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

，

９７２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４４３

，

８５５．１６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１％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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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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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６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

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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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新材”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4,6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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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1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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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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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7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

数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8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16元/

股。

发行人于2020年7月23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A股1,84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及发行中止等环节，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西晨光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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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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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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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325,499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35,031,800,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362642%。 配号总数为135,031,800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35,031,79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西晨光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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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8.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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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1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06594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7月24日（T+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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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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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4日

北京科拓恒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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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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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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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中证网，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科拓生物

（二）股票代码：30085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2,517,692股

（四）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0,630,000 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

股，无老股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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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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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北京科拓恒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牤牛河路 31 号院 1 号 -2

联系人：孟彬、张凌宇

联系电话：010-6966�7381

2、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袁建中、韩卫国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15层

联系电话：010-6653�8666

北京科拓恒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7

月

24

日

协创数据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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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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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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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协创数据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５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２０６

，

５５７

，

７８２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５１

，

６３９

，

４４６

股，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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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１

、发行人：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耀华创建大厦

１

座

１２

层

１２０９

号房

３

、联系人：甘杏

４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０９８５３５

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０９８５０８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保荐代表人：何朝丹、张兴旺

３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兰花路

３３３

号世纪大厦

１０

楼

４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１５２９９

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１５３１３

发行人：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