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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瑾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9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瑾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瑾通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009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欧瑾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中欧瑾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

相关规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0年9月22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9月22日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年9月22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欧瑾通灵活配置混合A 中欧瑾通灵活配置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009 002010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不涉及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7月13日发布

公告，对中欧瑾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C类

基金份额的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的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金额进行了限制。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本公司决定自2020年9月22日（含）起

取消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金额的限制。

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如本基金取消或调

整上述业务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 欧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021-68609700，

400-700-9700；

2、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zofund.com。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25� � � � � � � �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0-134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控股股东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非控股股东桐庐岩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4日披露了《非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119）， 公司股东桐庐岩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岩嵩投资” ）拟通过集中竞价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该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

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1%，且在限售期届满后12个月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其持有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50%。

2020年9月21日，公司收到岩嵩投资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通知函》。 截至2020年9月

21日，岩嵩投资披露的前述股份减持计划数量过半，依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9�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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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现将具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岩嵩投资

2020年9月7日

集中竞价交易

20.54 6,373,200 0.30

2020年9月16日 20.01 17,300 0.00

2020年9月21日 21.56 4,797,400 0.22

合计 11,187,900 0.52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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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岩嵩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114,102,536 5.30 102,914,636 4.7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4,102,536 5.30 102,914,636 4.7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岩嵩投资的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股份与预披露的

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

施完毕。

3、在实施减持计划期间，岩嵩投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

时履行信息告知及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桐庐岩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602� � � � � �证券简称：纵横通信 公告编号：2020-060

转债代码：113573� � � � � �转债简称：纵横转债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

A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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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纵横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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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0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发行了2,7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7,000万元，债券简称“纵横转债” ，债券代码“113573” 。 公

司控股股东苏维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林爱华女士、张丽萍女士、林炜先生和苏庆儒先生共计配售纵

横转债1,099,370张，即10,993.7万元，占发行总量的40.72%；其中苏维锋先生认购824,540张，占发

行总量的30.54%；林爱华女士认购134,920张，占发行总量的5%；张丽萍女士认购78,080张，占发行

总量的2.89%；林炜先生认购44,970张，占发行总量的1.67%；苏庆儒先生认购16,860张，占发行总量

的0.62%。 纵横转债于2020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苏维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自2020年5月22日至2020年8月17日期间，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纵横转债54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2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8，2020-049）。

2020年9月21日，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苏维锋先生的通知， 自2020年8月27日至2020年9月21日期

间，苏维锋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纵横转债27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10%。具体

变动情况如下：

持有人

减持前持有数量

（张）

减持前占发行总量比例 减持数量（张）

减持后持有数量

（张）

减持后占发行总量比例

苏维锋 559,370 20.72% 270,000 289,370 10.72%

合计 559,370 20.72% 270,000 289,370 10.72%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603602� � � � � � � � � �证券简称：纵横通信 公告编号：2020-061

� � � �转债代码：113573� � � � � � � � � �转债简称：纵横转债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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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1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广东纵横八方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并处理安排该公司相关后续事

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向陈朴法转让所持有的广东纵横八方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纵横” ）

51%股权。陈朴法、黄龙飞同意就广东纵横对公司的全部债务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其各自所持

有的广东纵横股权作为担保（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质押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

近日，公司收到通知，广东纵横已完成股东变更工商登记，同时黄龙飞和陈朴法已办理完成股权

质押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1、黄龙飞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粤莞）股质登记设字[2020]第2000728137号）

质权登记编号：A2000728137

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广东纵横八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出质股权数额：2,450万元人民币

出质人：黄龙飞

质权人：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陈朴法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粤莞）股质登记设字[2020]第2000728515号）

质权登记编号：A2000728515

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广东纵横八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出质股权数额：2,550万元人民币

出质人：陈朴法

质权人：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后续将持续跟踪对广东纵横借款的收回情况并及时披露进展。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16� � � �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20-096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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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1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神州

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通投资” ）的通知，神州通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

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深圳市神州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 15,000,000 3.06 1.21

2020年

01月22日

2020年

09月18日

深圳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未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深圳市神州

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489,464,

303

39.5

226,700,

000

211,700,

000

43.25 17.08 0 0 0 0

赣江新区全

球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4,000,

000

4.36

28,160,

000

28,160,

000

52.15 2.27 0 0 0 0

新余全球星

投资管理

有限 公

司

52,128,

000

4.21

35,000,

000

35,000,

000

67.14 2.82 0 0 0 0

黄绍武

14,362,

431

1.16 0 0 0 0

10,771,

823

75

合计

609,954,

734

49.22

289,860,

000

274,860,

000

45.06 22.18 0 0

10,771,

823

3,21

注：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152,45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24.9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2.30%，对应融资余额36,250.0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74,86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5.0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18%，对应融资余额72,850.00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投资分红、资产处置、其他收入等多种

方式获取的资金。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

可控范围之内。 目前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

性因素。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提前回购、追加保证金等方式防范平仓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320.836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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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号文核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伟时电子” ，股票代码为“605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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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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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人

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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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元 / 股，发行数量为 5,320.8365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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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2.53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128.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回

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32.0365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788.8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年 9月 18日 （T+2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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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90,748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524,264,505.56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97,252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066,854.44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316,444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58,321,390.68�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3,921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43,013.37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陈积裕 陈积裕 292 3, 203.24 0.00 292

2 杨一斌 杨一斌 292 3, 203.24 0.00 292

3 陈克凡 陈克凡 292 3, 203.24 0.00 292

4 陈汝琦 陈汝琦 292 3, 203.24 0.00 292

5 吴湘宁 吴湘宁 292 3, 203.24 0.00 292

6 崔建美 崔建美 292 3, 203.24 0.00 292

7 崔建华 崔建华 292 3, 203.24 0.00 292

8

四川省铁路

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四川省铁路产

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92 3, 203.24 0.00 292

9 陈耀坚 陈耀坚 292 3, 203.24 0.00 292

10 张小霞 张小霞 292 3, 203.24 0.00 292

11 李克俭 李克俭 292 3, 203.24 0.00 292

12 周华 周华 292 3, 203.24 0.00 292

13 李海平 李海平 292 3, 203.24 0.00 292

14 罗杰 罗杰 292 3, 203.24 3, 023.24 17

15 郑洪霞 郑洪霞 292 3, 203.24 2, 050.73 106

16 张亚群 张亚群 292 3, 203.24 3, 202.24 1

17 黎春生 黎春生 292 3, 203.24 3, 202.24 1

合计 4, 964 54, 455.08 11, 478.45 3, 921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 101,173股，包销金额为 1,109,867.81元，包销比例为 0.19%。

2020年 9月 22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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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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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68号 B座 2101、2104A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5120190

发行人：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2

日

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谷物流”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66,666,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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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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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中谷物流” ，股票代码为“6035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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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

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

业、市场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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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9元/股，发行数量为66,666,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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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66,667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0,00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665,667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0,001,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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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54,356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328,168,159.64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46,64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254,030.36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6,661,773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47,824,742.87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3,894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86,407.86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

1 刘林力 刘林力 401 8,898.19

2 陈积裕 陈积裕 401 8,898.19

3 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40 11,982.60

4 吴金龙 吴金龙 401 8,898.19

5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540 11,982.60

6 李海平 李海平 401 8,898.19

7 王炽东 王炽东 401 8,898.19

8 李帼珍 李帼珍 401 8,898.19

9 陆青 陆青 401 8,898.19

合计 3,887 86,252.53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实际配售股

数（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王建乔 王建乔 8,898.19 8,888.19 400 8,876.00 1

2 黄跃林 黄跃林 8,898.19 8,898.18 400 8,876.00 1

3 朱琦 朱琦 8,898.19 8,889.19 400 8,876.00 1

4 林固德 林固德 8,898.19 8,898.18 400 8,876.00 1

5 张素华 张素华 8,898.19 8,898.18 400 8,876.00 1

6 林庆得 林庆得 8,898.19 8,898.18 400 8,876.00 1

7 汪军 汪军 8,898.19 8,898.18 400 8,876.00 1

合计 62,287.33 62,268.28 2,800.00 62,132.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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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令 [第144号]）（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73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8]142号,以下简称

“《业务规范》”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2018]142号，

以下简称“《配售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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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38股，包销

金额为3,340,438.22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3%。

2020年9月2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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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535166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2日

特别提示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创草坪”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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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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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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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9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06.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2.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15.44元 / 股。 根据《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169.14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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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400.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

608.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271846%。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共创人造草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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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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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年 9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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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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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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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年 9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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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主持了共创草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

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715，7715，8592

末“5”位数 23392，73392

末“6”位数 596594，796594，996594，396594，196594，917970，417970

末“7”位数 7566404

末“8”位数

14965568，27465568，39965568，52465568，64965568，

77465568，89965568，02465568，85996372

末“9”位数 107156528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共创草坪 A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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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8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1,000股共创草坪 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的要求，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年 9月 1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2,95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9,61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中，有 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39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网下申购， 其余 2,94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9,57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2,673,72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

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价格

（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

（万股）

1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安裕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2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安隆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3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核心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4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5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6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研究驱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7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策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44 140

8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9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10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尚投大中华红利回报 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5.44 280

11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MSCI 中国 A 股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5.44 280

12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13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优选多因子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5.44 130

14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动态多因子策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15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安丰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16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安通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17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锦程稳健养老目标

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

金（FOF）

15.44 280

18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19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20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21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新兴服务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22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民生需求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23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核心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20

24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25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44 280

26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创新商业模式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27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智慧互联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28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中小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44 280

29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动力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30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转型动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31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文体休闲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32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上投摩根健康品质生活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5.44 280

33 邱桂松 邱桂松 15.44 280

34 佟悦 佟悦 15.44 280

35 田志强 田志强 15.44 280

36 张花兰 张花兰 15.44 280

37 承立新 承立新 15.44 280

38 卢静芳 卢静芳 15.44 280

39 谢晓东 谢晓东 15.44 28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

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网下

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900, 810 33.69% 2, 008, 081 50.09% 0.02229195%

B类投资者 379, 960 14.21% 801, 987 20.00% 0.02110714%

C类投资者 1, 392, 950 52.10% 1, 198, 932 29.91% 0.00860714%

合计 2, 673, 720 100.00% 4, 009, 000 100.00% 0.01499409%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其中零股 535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

售给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柏瑞 MSCI中国 A股国际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 2020-09-18�09:30:12.952）。 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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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083�3699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2

日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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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