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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21-014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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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陈清州先生通知，获悉陈清州先

生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办理了解除股票质押的交易，并与深圳市高新投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 ）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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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

人

陈清州 是

55,760,000 5.88% 3.03% 2018年1月24日 2021年1月20日

招商

证券

93,416,000 9.85% 5.08% 2018年1月26日 2021年1月20日

合计 149,176,000 15.72% 8.11% - - -

注：表内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票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陈清州 是

141,189,

760

14.88% 7.68% 是 否

2021年1月

20日

2022年1月

19日

高新投

补充流

动资金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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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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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陈清州

948,803,

357

51.58%

653,

166,892

645,

180,652

68.00% 35.07%

572,

291,752

88.70%

139,

310,766

45.88%

翁丽敏

17,600,

000

0.96%

11,440,

000

11,440,

000

65.00% 0.62% 0 0.00% 0 0.00%

合计

966,403,

357

52.53%

664,

606,892

656,

620,652

67.94% 35.69%

572,

291,752

87.16% 139,

310,766

44.97%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说明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无关。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3）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03,038,900股，占其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1.01%，占公司总股本的11.04%，对应融资余额为56,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

份累计数量624,620,652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64.63%，占公司总股本的33.95%，对应融资余

额为169,000.00万元。

（4）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5）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招商证券《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0日

股票简称：美好置业 股票代码：000667� � � �公告编号：2021-04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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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美好置业，证券代

码：000667)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21年1月19日、1月20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在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同时，积极开

展生产经营活动，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通知，公

司控股股东目前正在筹划与公司产业链相关（涉及物业服务行业或建筑行业）的重大交易

事项。鉴于目前尚处于筹划阶段，相关交易方式、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

通协商，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

事项能否实施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5、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节“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的第4点事项外，公司

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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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预计将于2021年4月27日披露，目前正处于报告编制期间。 除

审计师以外，公司未向任何第三方提供公司尚未公开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信息。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70� � � �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2021-009

债券代码：128062� � � �债券简称：亚药转债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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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药业”或“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亚太药业，证券代

码：002370）于2021年1月19日、2021年1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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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就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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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股票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2020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00万元至3,000万元，公司本期业绩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系公司柯桥厂区

房屋拆迁补偿所致，属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预计拆迁补偿所获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1.78亿元。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2020年度报告

中披露数据为准。

3、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相关进

展文件。 公司正处于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阶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

公司、 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及其配偶钟婉珍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93,004,11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97%，其累计被质押、冻结本公司股份193,004,1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97%，其中累计质押本公司

股份168,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42%，累计被司法冻结本公司股份193,004,11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5.97%，轮候冻结130,242,1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27%。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

份均处于被质押或冻结状态，可能存在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5、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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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10� � � � � �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3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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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控股股东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投资” ）持有公司

股份 104,519,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15%。 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献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9,183,

85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8.42%； 实际控制人高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220,40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4%；实际控制人高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503,9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2%；实际控制人高远夏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025,37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45%； 实际控制人郑国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

306,7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股公司股份 157,760,

1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51%。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董事、总经理周三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275,7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万盛投资、高献国、高峰、高强、高远夏、郑国富）计划自2020年11月

23日-2021年5月22日期间，拟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658,750股，转

让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96%。

2、 周三昌先生计划自2020年12月9日-2021年6月7日期间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合计不超过 1,1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2%。 具体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合计转让19,893,53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74%），其中万盛投资转让5,5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9%），高献国转让7,25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09%），高峰转让2,8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81%），高强转让1,

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29%），高远夏转让1,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29%），郑

国富转让2,343,53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68%）。 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 周三昌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100,

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32%。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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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盛投资

5%以上第一大股东、控

股股东

104,519,800 30.15% IPO前取得：104,519,800股

高献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29,183,854 8.42%

IPO前取得：26,528,064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464,636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191,154股

高峰

5%以下股东、实际控制

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11,220,401 3.24%

IPO前取得：9,600,668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619,514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00,219股

高强

5%以下股东、实际控制

人

2,503,948 0.72%

IPO前取得：1,720,180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309,756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474,012股

高远夏

5%以下股东、实际控制

人

5,025,378 1.45%

IPO前取得：2,495,240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1,353,018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177,120股

郑国富

5%以下股东、实际控制

人

5,306,764 1.53%

IPO前取得：815,280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4,491,484股

周三昌

5%以下股东、董事、副总

经理

9,275,748 2.68%

IPO前取得：6,323,676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2,478,06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474,01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万盛投资 104,519,800 30.15%

一致行动协议、 高献国家族成员为万盛投资

实际控制人

高献国 29,183,854 8.42% 一致行动行协议、实际控制人

高峰 11,220,401 3.24% 一致行动行协议、高献国之胞弟

高强 2,503,948 0.72% 一致行动行协议、高献国之胞弟

高远夏 5,025,378 1.45% 一致行动行协议、高献国之父

郑国富 5,306,764 1.53% 一致行动行协议、高献国妻子之胞兄

合计 157,760,145 45.51%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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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万盛投资、高

献国、高峰、高

强、高远夏、郑

国富

19,893,534 5.74%

2020/12/14

～

2020/12/14

协议

转让

20.57－

20.57

409,209,

994.38

已完成

137,866,

611

39.77%

周三昌 1,100,000 0.32%

2020/12/17

～

2020/12/23

集中

竞价

交易

22.30－

23.78

25,156,500 已完成 8,175,748 2.36%

注：公司控股股东万盛投资本次减持5,500,000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99,019,8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8.57%。 高献国本次减持7,250,000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21,933,8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3%；高峰本次减持2,800,000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8,420,4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3%；高强本

次减持1,000,000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1,503,9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高远夏本次减持1,

000,000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4,025,3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郑国富本次减持2,343,534

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2,963,2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5%。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减持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7,866,6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7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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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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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9楼会议室（昆明市民航路869号融城金阶广场A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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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75,24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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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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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李家龙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陈勇航

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大会符合《公司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长李家龙先生、独立董事张建新先生、独立董事娄爱东女士、董事兼总经理孔薇然女士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刘兴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投资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5,186,978 99.9916 56,400 0.0084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融资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5,186,978 99.9916 56,400 0.0084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4,969,978 99.9595 273,400 0.0405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向控股股东申请担保额度及建立互保关系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5,665 90.8226 273,400 9.1774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向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9,665 90.9568 269,400 9.0432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向下属参股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4,973,978 99.9601 269,400 0.0399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向云南温泉山谷康养度假运营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5,665 90.8226 273,400 9.1774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5,665 90.8226 273,400 9.177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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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1年

投资事项的议案》

35,036,403 99.8393 56,400 0.1607 0 0

2

《关于公司2021年

融资事项的议案》

35,036,403 99.8393 56,400 0.1607 0 0

3

《关于公司2021年

担保事项的议案》

34,819,403 99.2209 273,400 0.7791 0 0

4

《关于公司2021年

向控股股东申请担

保额度及建立互保

关系的议案》

2,705,665 90.8226 273,400 9.1774 0 0

5

《关于公司2021年

向控股股东及其下

属公司申请借款额

度的议案》

2,709,665 90.9568 269,400 9.0432 0 0

6

《关于公司2021年

向下属参股公司提

供借款的议案》

34,823,403 99.2323 269,400 0.7677 0 0

7

《关于公司2021年

向云南温泉山谷康

养度假运营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借

款及担保的议案》

2,705,665 90.8226 273,400 9.1774 0 0

8

《关于公司2021年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2,705,665 90.8226 273,400 9.1774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于涉及特别决议的议案3、议案4以及议案7已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对于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4、议案5、议案7、议案8，关联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云南融

智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艳莉 罗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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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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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301,8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保险业

职工人数：3302

经营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股权结构：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00%；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14.00%；广西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14.00%；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14.00%；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14.00%；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4.00%；南方电网财务有限公司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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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少于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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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资本金，保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加强产融结合，拓展业务规模，发展能源生态圈、电动汽车生

态圈等；加快数字化转型，通过科技赋能锻造公司新的发展能力和管理能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增资价格不低于经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且经过增资人上级主管单位

及银保监会通过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

未产生合格意向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未通过增资人上级

主管单位及银保监会批准则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50%，新增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5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增资扩股项目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2、从评估基准日起至信息披露起始日止，增资人产生

的盈利或亏损由原股东享有和承担。

1、项目联系人：赵锋

联系方式：18516569988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1-03-08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福建宏顺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公告

增资企业：福建宏顺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类型：其他

注册资本：41,6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租赁业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根据《担

保法》规定从事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业务（不得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

理业务；汽车租赁；汽车销售；租赁交易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进出口代理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不含进口分销）。

股权结构：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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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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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开展电网运行维护，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智慧物资供应，综合能源服务、储能电站和动力电

池等租赁业务，放大资金杠杆作用，积极拓展新兴市场，计划在各领域拓展较大的业务规模。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1）公告期满，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或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或最终意向投资人与增资

人未能就《增资扩股协议》达成一致，或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或遇不可抗力因素、政策性变化、相

关审批部门未通过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叫停等因素，则本次增资行为终止。 （2）其他因法律、法规等相

关规定应当终结的情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不低于55%，新增股东合计持股不超过4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010-5191533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3-17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燃气” 、“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6,5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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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招商证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 ）（招商证券和中原证券以下合称“联席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55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585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1,965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14.96 元 / 股。

蓝天燃气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蓝天燃气” A 股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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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河南蓝天燃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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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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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资金

应当于 T+2 日 16:00前到账。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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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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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招商证券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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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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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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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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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中签后未足额认购的情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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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6,254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41,538,457,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为 0.01388315%。 配号总数为 141,538,457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41,538,45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河南蓝天燃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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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99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 3,930 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的

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55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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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16494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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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2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1

日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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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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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960.642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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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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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将在《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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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960.6423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本次公

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1,842.5692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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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0321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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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8602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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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75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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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及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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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7日（T+2日）刊登的《深圳市

南极光电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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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月22日（T-1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1月22日（T-1日，周五）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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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日报网，网

址www.zqrb.cn）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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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迎丰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8,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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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27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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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

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3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82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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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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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迎丰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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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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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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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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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6,670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160,352,964,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496698%。 配号总数为160,

352,964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 160,352,96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迎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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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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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7,2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49009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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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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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