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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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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证券简称： 双成药业， 证券代码：
002693）股票交易价格于2020年2月10日、2020年2月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1、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于2020年2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外捐赠的公告》。 面对当前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
形势，公司高度关注疫情发展，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全力支持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截至目前，公司为本次抗疫共捐赠15,400支注射用胸腺法新。 公司已通过欧盟原研
上市国家认证的注射用胸腺法新是用于提高医护人员及媒体记者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免疫能力。 前
述事项相关媒体及投资者均进行了关注。 除上述说明事项，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
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实，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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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本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20年1月21日披露了《2019年度业绩预告》，公司2019年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00万元至2,8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业绩预告披露的数据
与实际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计划于2020年4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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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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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569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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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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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董事长陈宝先生主持本
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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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及山东省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 疫情期间不举办大规模集中现
场会议，本次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通讯方式参会。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其中陈宝、林风华、高月华、季军现场出席会议，尚元贤、闫小雷、
陈更、于光、贾丛民、魏安力、熊守美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其中方玮、孙志红现场出席会议，杜斌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15,423,776

反对
比例（%）
72.4139

票数
2,152,663

弃权
比例（%）
10.1066

票数
3,723,004

比例（%）
17.4795

2、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及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437,524,356

97.9396

票数

弃权
比例（%）

9,203,967

票数

2.0604

比例（%）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446,72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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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A股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股东类型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437,460,156

97.9253

票数

弃权
比例（%）

9,268,167

票数

2.0747

比例（%）
0

0.000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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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数

反对

比例（%）

票数

弃权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
15,423,776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2.4139

2,152,663

10.1066 3,723,004

2

关于2020年度向金融
机构申请授信及融资 12,095,476
的议案

56.7877

9,203,967

43.2123

0

0.0000

3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
12,031,276
险的议案

56.4863

9,268,167

43.5137

0

0.0000

17.479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海青、陈朋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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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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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无锡红豆运动装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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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0元交易对价受让江苏红豆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际公司” ）所持有的无锡红豆运动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动装公司” ）的2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2,
000万元，实缴出资0元）。
运动装公司系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股份” ）与江苏红豆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际公司” ）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红豆股份持股60%，国际公司持股40%。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无锡红豆运动装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过去 12 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关联方红豆股份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3.92亿元，与关联
方国际公司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884.97万元。
本次受让股权不会对红豆运动装公司的生产、经营实施控制，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由于政策变化、
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投资不达预期效益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受让国际公司持有的运动装公司2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2,000万元，实缴出资0元），经双方商议交
易价格为0元。 红豆股份放弃上述认缴出资权的优先受让权。 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运动装公司20%股权。
运动装公司的股东红豆股份、国际公司与公司均为红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集团” ）控股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三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四名非关联董事（包括3名独立董
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同意公司实施该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1、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企业住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
注册资本：253,325.6912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叶薇
经营范围：服装、饰物装饰设计服务；服装、针纺品、纺织品、机械、化学纤维、一般劳动防护用品、特种劳动防护
用品的制造加工、销售；智能可穿戴设备的设计、开发、销售；鞋帽、皮具、箱包、眼镜的销售；卫生洁具、日用杂品、化
妆品、卫生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食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家具、道具、灯具、音响设备的销售；
书报刊、百货的零售；污水处理,工业用水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提供企业管理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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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12月31日，红豆股份总资产548,323.07万元，净资产404,852.70万元，营业收入248,252.80万元，
净利润20,799.13万元。 （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红豆股份与公司同属于红豆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红豆股
份为公司关联法人。
2、江苏红豆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市镇
注册资本：37,353.4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戴敏君
经营范围：进出口业务（按国家批准项目），开展对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及补偿业务；针
纺织品、服装的制造、加工、销售；摩托车、电动车及配件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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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国际公司总资产683,168.77万元，净资产284,353.90万元，营业收入270,528.76万元，
净利润4,838.33万元。 （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国际公司与公司同属于红豆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国际公
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为运动装公司2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2,000万元，实缴出资0元）
（二）运动装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红豆工业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戴敏君
经营范围：服饰、服装、鞋帽、箱包的生产、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纺织品及针纺织品、围巾、手套、袜子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第二类医疗器
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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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运动装公司总资产4,523.84万元，净资产1,155.19万元，营业收入12,522.66万元，净利
润455.19万元。 （已经审计）
（三）运动装公司的股东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前，运动装公司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0

60%

420

江苏红豆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4,000

40%

280

合计

10,000

实缴出资（万元）

100%

700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0

60%

420

20%

280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运动装公司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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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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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及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广发证券
及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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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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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000万股。其中初始
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2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4.00%。战略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1,831,501股，占发行总数量的3.0525%，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568,499股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46,648,499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2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520,000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8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58,168,499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0年2月1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百奥泰” 股票11,520,000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0年2月1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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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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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应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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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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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

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6个月。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 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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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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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3,659,420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37,150,934,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3100864%。
配号总数为74,301,868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74,301,86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1,831,501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525%，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568,499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224.9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即将5,817,000股（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股票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831,499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2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8.05%；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17,337,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80%，占本次发行
总量28.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66663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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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抽
签仪式，并将于2020年2月1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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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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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受让的标的股权为运动装公司2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2,000万元，实缴出资0元）。 经国际公司和
公司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确定为0元。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履行标的股权项下的实缴出资义务。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国际公司签署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红豆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无锡红豆运动装有
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
甲方：江苏红豆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方案
1、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甲方所持运动装公司20%的股权，对应的认缴出资为2,000
万元，实缴出资为0元。
2、本次股权转让的整体方案为：甲方将其所持运动装公司20%的股权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
让标的股权。
（二）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国际公司和通用股份应配合办理运动装公司股权转让及章程变更的全部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债权债务及人员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原属运动装公司的债权债务在标的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后，仍然由运
动装公司承担。
本次交易亦不涉及员工安置事项，原由运动装公司聘任的员工在股权交割日后仍然由其继续聘用，受让方通
用股份同意前述员工与运动装公司的劳动关系保持不变，已经签署的劳动合同继续执行。
（四）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应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非因不可抗力，不得部分履行或迟延履行。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
项下的约定，应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五）生效和文本
1、本协议具备以下条件后生效：
①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②甲、乙双方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得有效通过。
③运动装公司已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履行了股东会程序并获得股东会的有效通过， 且除甲方以外的运动装
公司的其他股东均已出具了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承诺。
2、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后签署书面补充协议或备忘录。 书面补充协议或备忘录的生效条件同本协议，
且生效后的补充协议是本协议有效组成部分。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影响
基于看好运动装公司的未来发展，本次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实施的，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红豆运动装公司的生产、经营实施控制，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存在的风险
由于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投资不达
预期效益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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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年2月1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已审议通过该项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三名关
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关于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并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基于践行社会责任考虑，价格公平、合理，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回避，符合有关规定。 同意以上关联交易事项。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红豆股份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2019年5月19日，公司拟与红豆股份、江苏红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翌沣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
资设立天津翌沣混改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暂定名），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占
比58.25%。 截止目前，合伙企业已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登记名称为天津翌沣锡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基金备案。
2、2019年7月16日，公司拟以3.62亿元认缴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亿元，关联方红豆股份放弃
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权。 截止目前，红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国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2019年8月2日， 公司拟出资2,884.97万元购买关联方国际公司参股子公司无锡红福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无
锡市锡东新城商务区核心区同惠街19号的红豆财富广场A座17层办公房。 截止目前，上述不动产权证已办理完毕。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公W(2020)A015号《审计报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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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
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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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于2020年2月08日
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管理委员会主任顾萃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持有人40人，
实际出席持有人38人，代表员工持股计划份额92,700,000份，占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97.17%。 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拟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延长至2021年4月15日。
表决结果：同意92,700,000份，占出席本次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 0 份；弃权0
份。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01500
证券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4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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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存
续期将于2020年4月16日届满， 经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同意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1年4月15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18年3月28日召开
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以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法
定披露媒体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18-005、2018-006、2018-027）
截至2018年7月16日，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 “西藏信托-智臻3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
“信托计划”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买入本公司股票10,552,600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1.45%，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9.10元/股，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股票实施完毕。
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该信托计划名下之日起算，锁定期已
于2019年7月15日届满。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24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及信托计划
成立之日起算，存续期将于2020年4月16日届满。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1.21%。
二、员工持股计划延期情况
根据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基于对公司未来持
续发展的信心，公司召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1年4
月15日。
本次延期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不再设定锁定期。 存续期内（含延展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可根据
公司股票价格情况择机出售股票，一旦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如
存续期内（含延展期）仍未全部出售股票，可按规定再次召开持有人会议，审议后续相关事宜。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事宜，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及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同意《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01500
证券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5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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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
2020年2月10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提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参加董事7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顾萃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无锡红豆运动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无锡红豆运动装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顾萃、龚新度、王竹倩3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延期的公告》。 顾萃和程金元2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01500
证券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6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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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0
年2月10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提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
事 5名，实际参加监事5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监事会主席王晓军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无锡红豆运动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慎核查， 确认公司受让无锡红豆运动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
易事项，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01500
证券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7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
收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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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股份” 或“公司” ）于2019年3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12个月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发表了同意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公告编号2019-021）。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港下支行签署《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
性存款产品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购买了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9年第5996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江苏通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91）。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20年2月5日到期，公司已按期收回本金人民币10,000万元，取得理财收益人民币886,
027.40元，协议履行完毕。 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2020年2月10日，公司认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港下支行的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具体
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汇利丰” 2020年第4245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投资币种：人民币
3、挂钩标的：欧元/美元汇率
4、客户预期净年化收益率：3.40%或1.50%
5、产品收益说明：如在观察期内，欧元/美元汇率始终位于参考区间内，则到期时预期可实现的投资年化收益
率为3.40%/年；如在观察期内，欧元/美元汇率突破了参考区间，则到期时预期可实现的投资年化收益率为 1.50%
/年。
（观察期：产品起息日至产品到期前两个工作日北京时间下午2点之间；参考区间：（1.068，1.1236）， 不含边
界点。 ）
6、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
7、产品起息日：2020年02月14日
8、产品到期日：2020年03月27日
9、认购金额：7,000万元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购买标的为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基于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不排除该
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保本型的投资品种。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4、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短期理财
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是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保 本型的投资理财业务，通过进
行保本型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无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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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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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
神工股份”）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日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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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号文注册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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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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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０００万股。
泰君安”或“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２００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
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８４．５８６９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４．６１％，初始战
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５．４１３１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６７５．４１３１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１２％；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１，１４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８８％。 最终网
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３，８１５．４１３１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
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
神工股份”Ａ股１，１４０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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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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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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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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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
向上取整
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期摇
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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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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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６７，２８６
户，有效申购数量为３５，８３１，０９７，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１８１５９４％。
配号总数为７１，６６２，１９４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７１，６６２，１９３。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１８４．５８６９万股，与初
始战略配售股数差额１５．４１３１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２，６７５．４１３１万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０万股。
同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１４３．０８倍， 超过１００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
调节，将３８１．５５００万股股票（
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２９３．８６３１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总量的６０．１２％；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２１．５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总量的３９．８８％。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２４６４５１％。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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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
Ｔ＋２日）在《
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券报》、《
发行人：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

特别提示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于２０１９
民币普通股（
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
年１１月２０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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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号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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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以下简称“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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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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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
证券”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６６６．６６６７万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５０．００００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３．００％。 战略
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６．８８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２１％，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３．１１６０万股将回拨至
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４．７８２７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２４％；网上发行数量为４８５．０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７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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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７１．１２元／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
以下简称“
上交
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石头科技”股票４８５．００００万股。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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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２７１．１２元／股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
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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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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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
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
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
（
以下简称“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
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
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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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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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８１，１５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５，４７７，４３０，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１３３５９５％。
配号总数为３０，９５４，８６０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０，９５４，８５９。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３，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１９１．２２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１０．００％（
即１６３．００００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８１．７８２７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２４％；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４８．００００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９．７６％。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０．０４１８６７４２％。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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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
Ｔ＋２日）在《
券报》《
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