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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7日 星期五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定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通

过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对北京中铁快运有限公司、 中铁

物流集团飞豹快线有限公司、北京飞豹投资有限公司、海南飞豹物流有限公司、

中铁中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良债权组包公开挂牌竞价处置。

本次公开挂牌公告期自 2020年 8月 7日起至 8 月 13 日 16 时止， 挂牌周

期、 交易规则、 交易条件等具体信息以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官网

（www.chamcfae.com）公示为准，意向投资人可登陆网站查询。

联系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卢先生 0898-66746602��郑女士 0898-66734699

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杨女士 010-5778075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 8月 7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竞价公告

证券代码： 000803� � � � � � � � �证券简称：*ST金宇 公告编号：2020—115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提前披露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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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20年8月

29日披露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由于公司半年度报告编制工作进展顺利，已

提前按计划完成,为不影响公司后续相关工作的开展，经公司申请，2020年半年度报

告的披露时间变更为2020年8月8日，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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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115� � � � � � �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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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56号）核准，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9,726,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按面

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972,600,000.0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965,121,452.83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募集资金的

实收情况进行验证，并于2020年7月2日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20]244号）。

二、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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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于2020年6月19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到账后尽快

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近日，公司、海宁

巨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海宁巨星智

能设备有限

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3310010010120100925320

激光测量仪器及智能家居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工具箱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智能仓储物流基

地建设项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

甲方1：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2：海宁巨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 甲方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3310010010120100925320� ，截至 2020�年 7�月 29�日，专户余额为 0�万元。 该专户

仅用于甲方2的激光测量仪器及智能家居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工具箱柜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智能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

款方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

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

转让。 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方、乙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积极配合丙方的调查和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付新雄、李华筠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

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

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

净额的20%的（以孰低为原则），甲方及乙方应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乙方如发现甲方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或其他重大风险时，应及时告知丙方，并

配合丙方进行调查和核实。 丙方经现场检查等方式核实后，如发现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存

在重大违规情况或者重大风险的，应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八、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

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自动继受享有。

九、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

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

此所遭受的损失。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

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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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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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苏利股份” ）于2016年12月

14日完成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为徐荔军先生和吴其明先

生。

2018年7月6日，公司收到保荐机构广发证券送达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保荐代表人的通知》， 负责公司持续督导业务的保荐代表人徐荔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

因，无法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职责。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广发证券委派了徐

东辉先生接替徐荔军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具体

内容详见2018年7月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9。

公司于2020年8月5日收到广发证券送达的 《关于关于变更公司保荐代表人安排的

通知》，广发证券委派的保荐代表人吴其明先生因个人原因已调离，无法继续履行持续督

导工作职责。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广发证券现委派袁海峰先生接替吴其明

先生，担任公司首发上市项目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相关职责。

（袁海峰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本次变更后， 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徐东辉先生和袁海峰先生，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项目已过持续督导期， 但仍需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进行专项督导。

特此公告。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附件：袁海峰先生个人简历

袁海峰：保荐代表人，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监。 曾主持或参与科远股份、九九久、百

川股份、启迪设计、鸿路钢构、云意电气、日出东方、杨杰科技、普丽盛等多家企业的改制

辅导与发行上市工作，恒顺醋业、林洋能源、云意电气、百川股份等非公开发行，林洋能源

可转债及天晟新材、金飞达重大资产重组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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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北源玻璃有限公司78.81%股权、1698.088713万元

债权及实物资产一批（土地、房屋、构筑物）

6419.08 1769.84

公司主要生产药用玻璃包装产品，产品覆盖药用钠钙玻

璃管、药用低硼硅玻璃管、药用中硼硅玻璃管、药用低硼

硅玻璃管（棕色）、低硼硅玻璃安瓿、中硼硅玻璃安瓿、

低硼硅玻璃安瓿（棕色）、中硼硅玻璃安瓿（棕色）、钠

钙玻璃管制口服液体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等。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6975.039113

2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117871.33万元债

权

-- 115801.7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江片区

172.35亩商住用地，总建筑面积48.90万平方米，其中住

宅建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18.13万平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33674

3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22582.94

万元债权

89513.26 49673.5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 “中国西部

装饰材料物流中心” 项目，该项目建筑面积259204.69

㎡， 其中： 商业100054.74㎡、 酒店7617.5㎡、 办公楼

43663.05㎡、公寓37898.01㎡、车库66520.03㎡、配套设

施及机备用房3451.36㎡。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67338.84

4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90%股权及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 拥有5万

吨/年的粗苯加工能力，公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

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746.369

5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

是集钢铁生产、矿产资源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

产、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306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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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www.suaee.com

股权/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32020SH1000123】

营口建润置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

总资产：14,026.49万元；净资产：815.60万元；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室内装

璜；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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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联系人：王迪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822.676110 2020-09-01

【G32020SH1000125】

营口建裕置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

总资产：9,370.48万元；净资产：714.69万元；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室内装

璜；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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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联系人：王迪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720.091765 2020-09-01

【Q32020SH1000016】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100万股股份（占总股

本的0.12%）

注册资本：82,517.2034万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项目外），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食品流通，医疗器械，煤

炭的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国内外经济信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项目联系人：陈陈 联系方式： 62657272-320、18516718763

373.000000 2020-08-31

【Q32020SH1000015】

上海永生助剂厂有限公司62%股

权

总资产：8,185.08万元；净资产：7,914.91万元；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电镀助剂，涂料金属切削液，清洁剂，

（产销）；电镀、废水处理专业的四技服务。

项目联系人：王泽川联系方式：021-62657272-555、18621623750

4,470.230000 2020-08-28

【G32020SH1000198】

上海通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股权

总资产：219.89万元；净资产：143.49万元；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业务服务；出境旅游业

务：工艺美术品（除金银饰品）、百货、五金交电、矿产品、针纺织品、汽配、建材、装潢材料、金属材料零兼批代购代销；

国内航空客运机票、国内火车票、船票代售。

项目联系人：付阳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07

28.699378 2020-08-28

【G32020SH1000199】

洛阳轴承集团铁路轴承有限公

司2.46%�股权

总资产：9,359.71万元；净资产：-9,299.04万元；注册资本：6,100.00万元；经营范围：轴承开发、制造、销售：磨料、磨

具及电子产品开发、销售；机床、仪器销售；机械、电控设备检修；经营本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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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侯蓓蓓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80

0.000100 2020-08-28

【G32020SH1000200】

上海鼎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40%

股权

总资产：90.58万元；净资产：17.15万元；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从事电子、计算机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五金交电，通信设备及相关产

品，办公用品，建筑装潢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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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6.860000 2020-08-28

【G32020SH1000157-2】

四川西南机械工业联营集团公

司0.85%股权

总资产：2,471.48万元；净资产：670.64万元；注册资本：887.40万元；经营范围：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

(不含稀贵金属),摩托车及配件,拖拉机及配件,成员企业生产的产品。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监控品），建

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农、林、牧渔机械及配件。

项目联系人：张昕 联系方式：010-51918743、15911119649

5.700000 2020-08-27

【G32020SH1000197】

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股权

总资产：103,509.81万元；净资产：71,467.22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屋建筑、装饰、基础、市政

工程施工、维修，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拆房工程，电气、暖通、给排水安装施工，机械施工，不锈钢及铝合金制作

安装；国内贸易（除专项专控）；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承包境外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

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以上述项目相关的咨询、科研开发，计算机技术

开发；附设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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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于玲玲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10

5,002.710000 2020-08-27

【Q32020SH1000014】

西安元创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1416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8.045%）

注册资本：17,600.00万元；经营范围：从事煤化工成套技术的研发、转让、服务；煤种评价；煤化工、石油化工、天然气

化工、有机合成及环境保护用催化剂的研发、生产、经营；专业用化学品（易制毒、危险、监控化学品除外）研发、生产、

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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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万雅宁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24、17317627136

2,506.320000 2020-08-26

【G32020SH1000196】

招商局铝业 （重庆） 有限公司

45.76%股权

总资产：28,748.49万元；净资产：14,441.84万元；注册资本：5,000.00万元；经营范围：铝合金锭、板、带、箔材、铝制品

的生产及销售；海洋工程材料、节能门窗、组合活动房屋的研发、生产、销售；金属制品、木制品、泡沫塑料制品的生产、

销售；船舶舾装；建筑装修工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项目联系人：汪小丽 联系方式：020-83627452、13509955970

6,609.000000 2020-08-26

【G32020SH1000194】

上海华奥电竞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6.60%股权

总资产：业务无法提供；净资产：20,125.00万元；注册资本：5,000.00万元；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从事货

物与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性互联网文化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演出经纪，文化艺术交流策划，票务代理，知

识产权代理服务（除专利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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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8612445820

1,781.773400 2020-08-25

【G32020SH1000195】 广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4%股权

总资产：1,554.01万元；净资产：1,328.57万元；注册资本：5,000.00万元；经营范围：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具体经营

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网址：http://cri.g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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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联系人：汪小丽 联系方式：020-83627452、13509955970

600.000000 2020-08-25

【G32020SH1000092】

北京惠物润美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100%股权

总资产：3,272.76万元；净资产：110.32万元；注册资本：100.00万元；经营范围：零售日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厨

房用具、皮革制品、化妆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塑料制品、陶瓷制品、礼品、宠物食品、宠物用品、玩具、文化

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珠宝首饰、钟表、眼镜、花卉、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照相器材、计算机及辅助设备、

家具、摩托车零配件、食用农产品；摄影扩印服务；修鞋和配钥匙；验光配镜；汽车装饰；洗衣代收；货物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火车票销售代理；航空机票销售代理；物业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销售医疗器械I、II类、汽车；餐饮管理；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零售药

品；零售烟草。（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零售药品、零售

烟草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项目联系人：张昕 联系方式：010-51918743、15911119649

1,569.096228 2020-08-25

【Q32020SH1000012】

青岛三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57.78%股权

总资产：2,973.07万元；净资产：833.33万元；注册资本：630.00万元；经营范围：ＭＱＤ煤炭采制样系列装置和高新技

术电力设备、仪器仪表的研制、生产、销售、电力设备安装、电力机械设备。

项目联系人：胡丹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5801035531

595.920000 2020-08-21

【G32019SH1000450-3】

西藏白玛甘泉水业股份有限公

司7500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40.5406%）

总资产：12,189.79万元；净资产：10,457.17万元；注册资本：18,500.00万元；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非酒精饮料)生产

兼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项目联系人：杨宸 联系方式：17310541994

3,697.290000 2020-08-21

【Q32020SH1000011】

光大冶金发展（大连）有限公司

100%股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124,000.00万元；注册资本：34,091.98万元；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冶炼技

术研发；有色金属销售；国内一般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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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时浩峰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34/13661441586

69,360.000000 2020-08-20

【G32020SH1000191】

上海久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5%

股权

总资产：480.72万元；净资产：282.71万元；注册资本：100.00万元；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室内装潢，经销建筑材料、机电

设备、百货，收费停车场库（配建）

项目联系人：顾明明 联系方式：021-62657272*666/13816932164

80.000000 2020-08-20

【G32020SH1000146】

深圳美信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21%股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998.25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为企业提供管理服务；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半导体、元器件专用材料开发、购销；半导体设备的购

销；半导体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电子智能控制器、汽车电子产

品、家用电器、智能家居及周边产品的研发与销售；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嵌入式软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通用

机械设备、自动化设备及其零部件的设计、销售、租赁；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经

营电子商务。 许可经营项目是：半导体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封装、测试、购销；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电子智

能控制器、汽车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智能家居及周边产品的生产；通用机械设备、自动化设备及其零部件的加工、制

造。

项目联系人：汪小丽 联系方式：020-83627452/13509955970

210.000000 2020-08-19

【G32020SH1000188】

上海财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0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0%）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2,491.36万元；注册资本：2,000.00万元；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的研制、开发、销售、技术安

装、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电信业务,代理记账。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1

249.200000 2020-08-19

【G32020SH1000098-2】

上海桑迪精细化工研究所有限

公司45.07%股权

总资产：665.12万元；净资产：377.71万元；注册资本：1,638.46万元；经营范围：精细化工原料及制品（不含危险品）、

药物中间体、涂料、胶制剂、农药中间体研制、开发、生产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和设备安装；水处理工程；消毒剂销售

（限分公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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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何培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5

153.210000 2020-10-13

【G32020SH1000154-2】

江苏中科时代电气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 3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

的5.988%）

总资产：9,519.04万元；净资产：3,787.33万元；注册资本：5,010.00万元；经营范围：低压电控配电设备及其元器件、中

高压配电设备及其元器件、电力滤波装置、无功补偿装置、机电一体化产品、电源产品、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智能化工

控网络及软件技术以及科技成果中介、转让和组织研发、生产、经营;代理销售电梯、空调及配件并提供安装、售后服

务;承接机电设备、电梯、空调安装工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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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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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204.106860 2020-08-25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TR2020SH1000077】

第二届上海市幼儿平衡车联赛

赛事赞助权益招商

赛事赞助商权益如下： 1、影像资料：可用于企业品牌宣传（使用形式及内容需经组委会确认，使用有效期以合同为

准）。 2、服装及号码牌广告：可在工作人员服装及号码牌指定区域呈现企业LOGO（LOGO尺寸需符合赛事裁判组

规定）。 3、新闻发布会：企业代表出席，发布会背景板及签到背景板呈现企业LOGO。 4、赛事开幕式及颁奖仪式邀

请企业嘉宾出席。 5、赛事现场品牌展示：赛事现场主背景、媒体采访背景、赛场内围挡（如有）广告板、现场指引牌、

赛事证件、奖杯及证书等展示企业LOGO；赛事秩序册内1页单独广告业展示企业品牌宣传内容；企业自行决定是否

提供的参赛纪念品、礼品、赛事奖品等（由企业自行提供，组委会安排发放，开赛前30天企业应提供设计样品，并与赛

事组委会协商确认）；赛事主会场专属展位，按场地规定进行搭建。 6、赛事视频：新闻报道中企业元素露出。 7、媒

体宣传：赛事官方媒体宣传新闻稿件不少于5篇，赛事新闻稿件中企业信息不少于3篇

40.000000 2020-09-02

【TR2020SH1000076】

第二届上海市幼儿平衡车联赛

总冠名权益招商

独家总冠名权益如下： 1、冠名授权：“xxxx“杯第二届上海市幼儿平衡车联赛。 2、产品名义授权：“xxxx“杯第二届

上海市幼儿平衡车联赛官方指定***（***为企业产品品类、企业名称等，使用有效期以合同为准）。 3、影像资料：可

用于企业品牌宣传（使用形式及内容需经组委会确认，使用有效期以合同为准）。 4、服装及号码牌广告：可在工作

人员服装及号码牌指定区域呈现企业LOGO（LOGO尺寸需符合赛事裁判组规定）。 5、新闻发布会：冠名企业代表

出席并发言，发布会背景板及签到背景板呈现企业LOGO。 6、赛事开幕式及颁奖仪式邀请冠名企业嘉宾出席并登台

致辞。 7、赛事现场品牌展示：赛事现场主背景、媒体采访背景、赛场内围挡（如有）广告板、现场指引牌、赛事证件、奖

杯及证书等展示企业LOGO；赛事秩序册内2页单独广告业展示企业品牌宣传内容；企业自行决定是否提供的参赛纪

念品、礼品、赛事奖品等（由企业自行提供，组委会安排发放，开赛前30天企业应提供设计样品，并与赛事组委会协商

确认）；赛事主会场专属展位，按场地规定进行搭建。 8、赛事视频：主持人带企业名称口播，新闻报道中企业元素露

出，赛事直播体现企业品牌形象。 9、媒体宣传：赛事官方媒体宣传新闻稿件不少于10篇，赛事新闻稿件中企业信息

不少于5篇

100.000000 2020-09-02

【GR2020SH1000789】

江西财富广场有限公司新余胜

利北路分公司部分资产（江西省

新余市胜利北路洪客隆商业街C

幢3401-3403室房产）

房屋规划用途：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28.01平方米、103.65平方米、126.72平方米 125.430000 2020-08-26

【GR2020SH1000790】

江西财富广场有限公司新余胜

利北路分公司部分资产（江西省

新余市胜利北路洪客隆商业街C

幢2401-2403室房产）

房屋规划用途：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28.01平方米、103.65平方米、128.01平方米 125.880000 2020-08-26

【GR2020SH1000794】

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云南会泽

新能源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2条

35KV送出线路资产 （含对侧间

隔工程））

标的所在地区：云南省曲靖市，资产类别：机械设备，规格型号：1*JL/G1A-150/35、1*JL/G1A-150/35、后两项无规

格型号，主要功能用途：两条35kv送出线路、2座变电间隔

2,544.854900 2020-08-27

增资项目信息

阜阳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阜阳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7,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职工人数：20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商品房出租；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拆迁工程（不含爆破拆除）、道路维修工程、土石方工程、

室内装饰工程施工；制冷设备安装、销售、维修；物业、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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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拟新增注册资本：3,000.000000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2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阜阳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用于阜阳市颍州区2018-8号地块项目的开发建设。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要求；最终投资人与增资

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5%；投资方(增资引进方共计)1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及相关规章制度，公司设

立董事会，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名3名董事，新入投资方提名2人，董事长由安徽保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担任。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861244582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9-25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国药控股创科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国药控股创科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批发业

职工人数：40

经营范围：医疗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纺织品、

卫生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保洁服务，绿化养护，停车场（库）经营，家政服务，

会展服务，医疗器械、机电设备销售、安装及维修（以上两项限上门），计算机维修（限上门），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

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空气净化系统工程的设计及安装（限

上门），空气净化设备、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水质污染防治设备、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办公

用品、日用百货，照明设备、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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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5.00%；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4.50%；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祺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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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3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428.58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4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解决公司资金链安全问题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条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对应资产评估结果，并取得融

资方有权批准机构同意，则增资达成。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出资比例不低于70%，新增投资人合计不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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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09-2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国药控股创服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国药控股创服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5,444.446501万元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40

经营范围：医疗科技、生物科技、信息科技、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纺织品、卫生

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保洁服务，绿化养护，停车场（库）经营，家政服务，会展服

务，医疗器械、机电设备销售、安装及维修（以上两项限上门），计算机维修（限上门），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安装建设

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空气净化系统工程的设计及安装（限上门），空气净化

设备、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水质污染防治设备、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照明

设备、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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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00%；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44.50%；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

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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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3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2333.34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4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解决公司资金链安全问题。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条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对应资产评估结果，并取得融资方

有权批准机构同意，则增资达成。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出资比例不低于70%，新增投资人合计不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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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09-2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宏盛华源铁塔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40,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职工人数：15

经营范围：输变电工程铁塔、钢管塔（含跨越塔）、钢管杆（桩），变电站构支架（含钢管式、角钢结构式），广播、微波

通信铁塔（含角钢式、钢管式）及桅杆产品，5G智慧杆产品，新能源（风电、光伏、光热）钢支架，地脚螺栓、铁附件产品，钢

结构件（含建筑钢结构、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钢结构）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安装、检修和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光

热发电设备与材料制造、风力发电装备与材料制造；照明、路灯杆、管道和钢管柱制造、安装、维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金属构件、紧固件（含非标准件）、防爬刺、钢网架、金属护栏、铁塔攀爬机及导轨、防坠落装置、航空警示灯的销售；热浸

镀锌加工及金属表面处理；设备租赁；电力技术咨询与服务；建筑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安装与施工；普通货运及代理；废

旧金属回收；仓储物流（含装卸搬运）服务；承包各类境外及境内招标工程；经营或代理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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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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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6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6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面议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降低带息负债。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最终意向投资人与

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独资单位合计持股不低于50%；外部投资人合计持股不超过50%，且单一投资

人的持股比例不高于33%。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募集资金总额超出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归由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2.�本次增资中，预留不超过1亿

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公司股东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电工电气” ）所属独资企业陕西银河电力杆塔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银河杆塔” ）按照外部投资人的增资价格、以非货币资产同步认购，山东电工电气及陕西

银河杆塔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50%。 3.�其他信息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备查文件。 意向投资人需提交加盖公章的营

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保密承诺后，方可查阅增资人置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文件。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010-51915336、13691580217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9-23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均瑶健

康”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7,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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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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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联合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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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券” ）（国泰君安、爱建证券以下统称“联合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A股发行数量为7,000万股，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4,900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70%；网上发行数量为2,

1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13.43元/股。

均瑶健康于 2020年 8月 6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发行“均瑶健康” A股 2,10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

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0年 8月 1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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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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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年 8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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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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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联合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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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提供有效报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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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保荐

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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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内不得参与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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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7,974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56,090,091,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345377%。

配号总数为156,090,091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156,090,09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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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7,432.86倍， 超过

150倍，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发行规模的 60%（4,200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发行结构如下：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03613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0年 8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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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

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年 8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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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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