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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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19,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专业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460

经营范围：建筑机械、建筑材料、电梯与自动扶梯、停车设备及其他机电一体化高新技术产品和计算

机软件的开发、试验、销售；委托加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机电设

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机电设备租赁；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检测；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承办《建筑机械》杂志国内广告、发布外商来华

广告；市场调查；企业管理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主办《建筑机械》杂志。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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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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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于35%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12,090.91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2-4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优势互补和产业协同，增强公司实力，提升

综合竞争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和持股比例的要求，经增资方有权批准机构

批准并签订《增资协议》，且本次增资价格不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

增资终结条件:

（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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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资完成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保持控股地位，持股比例不低于55%，战略投资者合计

持股比例不高于35%，员工持股比例不高于1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2020年4月， 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有限公司重组股东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机械化

研究分院的核心人员、优质资产和业务资源（建筑机械设备和产品、电梯和建筑机械设备检验检测等），

相应的人员、资产和业务资源已于评估基准日2020年5月31日前全部进入建机院。

项目联系人：郑烨琳

联系方式：010-51915345、1521057617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0-29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安徽凯盛基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安徽凯盛基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4,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75

经营范围：从事玻璃粉体、玻璃微珠、陶瓷粉体基础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种商品

及副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除外）；相关技术服务。

股权结构：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 70.00%； 蚌埠飞扬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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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49

拟新增注册资本：558.660000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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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经营规模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如征集到一家符合投资人资格条件且接受增资条件的意向投资人，可直接确认是否

为最终投资人；如产生两家及以上意向投资人，经过择优程序确定1家企业作为最终投资人；增资价格不

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就增资事项达成合法有效的增资协议。

增资终结条件:

增资终结的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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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最终投

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增资方提出书面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持股61.4216%、蚌埠飞扬企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6.3235%，新增投资人持股12.2549%。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861244582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0-29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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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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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2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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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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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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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30680.73

6

北碚区温泉谷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组团

JG-D5-1/01号宗地99%权属份额

-- --

宗地面积142988㎡，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1.01，

计容面积不得大于144418㎡，用地性质为R1一类居住用

地。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44451

证券代码：

002261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

2020-065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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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000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0年07月27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通知书后，积极会同各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并按反馈

意见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公司将按照要求将上述反馈意见回复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

事项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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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09月 03�日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股票代码：

002261

编号：

2020-066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刘彦先生及

公司董事游忠惠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刘彦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职务，游忠惠

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教育首席战略官职务，辞职后，上述人员将继续在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天科技”）任职，其中游忠惠女士任海云天科技董事长；刘彦

先生任海云天科技总经理，继续致力于海云天科技发展。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刘彦先生、游忠惠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

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止公告披露日，刘彦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1,767,0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游忠惠女士未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刘彦先生在辞职后将继续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关承诺对其股份进行管理。

刘彦先生、游忠惠女士辞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上述人员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

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两位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09�月03日

证券代码：

600338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

2020-062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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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5%以上股东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

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技” ）持有公司股份5,540.348万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6.06%。 中环技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根据中环技提供的减持计划,公司于2020年9月2日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1）。 近日，公司收到中环技通知，截至2020年9月2日，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风证券” ）已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中环技所持公司股份599.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558%。

●风险提示

中环技预计天风证券下一步减持仍按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执行， 但不排除其在9月3日至9月23日期

间继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可能。 提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限公

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5,403,480 6.06% 非公开发行取得：55,403,480股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

口有限公司

5,995,000 0.6558%

2020/9/1 ～

2020/9/2

集中竞价交易 9.85-10.49 60,964,377 49,408,480 5.40%

注：公司已在减持计划公告里说明：“2020年9月1日，天风证券已实施竞价交易减持296.00万股，且

不排除天风证券在9月2日至9月23日期间继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可能” 。 9月2日，天风证券实施竞价

交易减持303.50万股。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本次减持计划竞价交易减持时间区间为2020年9月24日至2020年12月22日。 截至目前的相关减持

存在未披露减持计划即进行减持，以及未进入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区间即进行减持的情况。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截至目前， 天风证券减持中环技所持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存在未披露减持

计划即进行减持，以及未进入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区间即进行减持的情况，公司将持续加以关注。

公司将继续督促相关股东及债权方，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

监会公告[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上证发[2017]2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票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的相关债权人将根据

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002684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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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狮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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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公司

股份比例达到

1%

及存在继续被动减持风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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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

份存在被动减持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美公司” ）质押予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 ）的18,499,996股公司股份涉及违约，华创证券有权按照协议的约定对

上述涉及违约的质押股份进行处置， 可能导致沪美公司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动减持。 华创证券已于2019年12月25日至

2020年5月25日期间累计减持5,681,0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1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5月27日登载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网站上的《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

公告》。

2020年9月3日， 公司接到沪美公司的通知， 华创证券自2020年5月26日至2020年9月2日期间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

703,8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53%，相关情况如下：

一、被动减持股份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

住所 汕头市澄海区324国道广益路33号猛狮国际广场写字楼第17层东侧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5月26日至2020年9月2日

证券简称 *ST猛狮 股票代码 002684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5,703,856 1.0053%

合 计 5,703,856 1.005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30,578,088 23.0144% 124,874,232 22.009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0,578,088 23.0144% 124,874,232 22.00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风险提示

截至2020年9月2日，沪美公司质押予华创证券的公司股份剩余7,115,1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40%。 华创证券拟

继续减持沪美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次股份减持属于被动减持，减持的具体时间、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

华创证券如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将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如

果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将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三、其他有关说明

1、沪美公司质押予华创证券的公司股份被动减持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2、沪美公司本次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动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3、沪美公司目前与华创证券保持密切沟通，并将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风险，但不排除在沟通过程中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遭遇被动减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丰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８２５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若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超过《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还将采取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方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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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２

，

５００

万股， 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配售， 不安排向

其他战略投资者配售。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５．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２５

万股，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

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的原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２．５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１２．５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受回拨机制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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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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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月

７

日（

Ｔ－１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

文及相关资料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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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４

日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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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沿浦”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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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上海沿

浦于2020年9月3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上海沿浦”股票2,000万股。

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并于2020年9月

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T+2日（2020年9月7日）公告的《上海沿浦

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9月7日（T+2日）日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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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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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销。

（2）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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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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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727,449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51,305,356,000股，

配号总数为151,305,356个，号码范围100,000,000,000� -� 100,151,305,355。网上定价

发行的中签率为0.01321830%。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9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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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

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4日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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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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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

方式，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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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周一）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查询， 网址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4日

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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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云钛业”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8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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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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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

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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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在《广东惠云

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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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披露向参与

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10,000万股，发行股份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

发行后总股本为40,0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

5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

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6,

65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

85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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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2020年9

月10日（T+2日）刊登的《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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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演时间：2020年9月7日（周一，T-1日）14：00-17：00

二、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rs.p5w.net）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披露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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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4日

华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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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华文食品” ）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不超过4,00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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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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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1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5.02元/股。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00.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7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30%。

华文食品于2020年9月3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华文食品” A股1,200.3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并于2020年9月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华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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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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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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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986,

648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28,768,042,500股，配号总数为257,536,085个，配号

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5753608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华文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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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727.98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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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0%回拨

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0.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0.0279642365%，有效申购倍数为3,575.99607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0年9月4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5054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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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华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