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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江苏富淼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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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淼科技”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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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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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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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0,550,000 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4,582,500 股，占本次发行总
数量的 15.00%。 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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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2,500 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 15.00%。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8,17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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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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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5,967,500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13.58 元 / 股。
根据《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江
苏富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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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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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为 4,5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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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2,597,000 股）股
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580,500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60.00%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387,000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20400%。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的重点事项，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事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富淼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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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1 日（T+2 日）
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四舍五入
精确至分）， 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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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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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
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林正刚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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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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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查询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林正刚股份被轮候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本次轮候冻
是否为控
占其所持 占公司总
结数量
股股东
股份比例 股本比例
（股）

股东名称

林正刚

否

74,311,551

100%

8.47%

委托日期
2021年1月
19日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36个月

广东省东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的情况
（一）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林正刚

74,311,551股

8.47%

74,311,551股

100%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8.47%

（二）股东累计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林正刚
林正刚

轮候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 占公司总股
（股）
份比例
本比例
5,563,775
74,311,551

7.49%%
100%

0.63%%
8.47%

委托日期

轮候机关

2020 年 11月 广东省深圳市前海
10 日
合作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19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
日
人民法院民法院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根据林正刚先生函告，其本人暂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件，未知本次轮候冻结的原因。
2、林正刚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未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林正刚先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报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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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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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宜华集团” ）部分
任公司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股份被轮候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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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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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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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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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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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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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2 日（T+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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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
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
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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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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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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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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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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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棠厅进行富淼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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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签号码
5668，0668
61367，73867，86367，98867，48867，36367，23867，11367，47780
488935，988935
06567011，59521392，25271491，0334680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富淼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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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74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500 股富淼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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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9〕148 号）《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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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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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9 日（T 日）结束。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37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8,050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7,932,54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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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A类投资者
B类投资者
C类投资者
合计

有效申购股数 占有效申购数
配售数量（股）
（万股)
量的比例
4,256,160
22,000
3,654,380
7,932,540

53.65%
0.28%
46.07%
100.00%

10,866,627
43,604
4,670,269
15,580,500

获配数量占
各类投资者配售
网下发行
比例
总量的比例
69.75%
0.02553153%
0.28%
0.01982000%
29.98%
0.01277992%
100.00%
-

注： 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
响。
其中余股 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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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
表”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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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T+4 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江苏富淼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
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3.58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41,486.90 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
不足 1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
行规模的 5.00%，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
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人民币 4,000 万元， 本次获配股数 1,527,500 股，获
配金额 20,743,450.00 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
款项，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 月 25 日（T+4 日）之前，依据华泰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华泰富淼科技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6,000.00 万元， 本次共
获配 3,055,000 股， 获配金额为 41,486,900.00 元， 对应配售经纪佣金为
207,434.50 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认购资金及战略配售经
纪佣金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 月 25 日（T+4 日）
之前， 依据华泰富淼科技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缴款原
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华泰富淼科技家园 1 号科创板员
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

新股配售经纪佣 限售期限
获配数量
获配金额（元）
（股）
金（元）
（月）
1,527,500 20,743,450.00
24
3,055,000

41,486,900.00

207,434.50

4,582,500

62,230,350.00

207,434.50

12
-

五、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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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83
传真：021-38966500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8 号保利广场 E 栋 20 层
发行人：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 月 21 日

一、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轮候冻
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宜华集团

是

105,733,407

36.46%

12.05%

2021年1月
19日

36个月

广东省东莞
市中级人民
法院

证券代码：603377
证券简称：东方时尚
公告编号：临2021-008
转债代码：113575
转债简称：东时转债
转股简称：东时转股
转股代码：191575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公告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的情况
（一）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宜华集团

290,007,186股

33.04%

219,381,681股

75.65%

25.00%

（二）股东累计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轮候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 占公司总股
（股）
份比例
本比例

1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7月9
日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

委托日期

轮候机关

2020年6月18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
日
人民法院

3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8月7
日

4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8月7
日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

5

宜华集团

3,000,000

1.03%

0.34%

2020 年 8 月
10 日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
区人民法院

25.00%

2020 年 8 月
24 日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0 年 8 月
25 日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
作区人民法院

6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7

宜华集团

12,279,408

4.23%

1.40%

8

宜华集团

114,842,653

39.60%

13.08%

2020年11月
10日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
作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
人民法院

9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12月
14日

10

宜华集团

105,733,407

36.46%

12.05%

2021年1月19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
日
人民法院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控股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现将相关情况告
知如下：
（一）公司未知宜华集团最近一年是否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
2020年5月7日，中诚信国际出具《中诚信国际关于下调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主
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中诚信国际决定将宜华集团主体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C，
将“
16宜华01” 、“
15宜集债” 、“
18宜华01” 、“
18宜华02” 、“
18宜华03” 、“
19宜华01” 和
“
19宜华02” 债项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CC，同时将上述债项信用等级继续列入可能降级的
观察名单。
2020年12月16日，中诚信国际终止对宜华集团的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评级，并将不再
更新宜华集团的信用评级结果。
公司未知宜华集团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二）宜华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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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宜华集团所持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
发生变更，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控制权产生直接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及
时督促宜华集团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报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优利德科技（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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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利德”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2,7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36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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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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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
证券”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75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13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 战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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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0万股，占发行总量的5%，与初始战
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29.00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83.50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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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2,612.5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1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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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利德” 股票783.5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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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优利德科技（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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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数量，于2021年1月22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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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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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尾位数
末“4” 位数
末“5” 位数
末“6” 位数
末“8” 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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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1年1月25日（T+3日）通过
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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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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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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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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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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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1,334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35,681,115,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195839%。配号
总数为71,362,230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71,362,22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优利德科技（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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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4,55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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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61.25万股）从网下回
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67.75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44.75万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99%。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2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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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东方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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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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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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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1,829,184股， 占公司总股本610,625,404股 (截至
2021年1月19日)的比例为1.9372%，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56,994,209.73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
交易费用）。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且不超过3亿元（含），回购期限自
2021年1月20日至2022年1月19日。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7.87元/股的条件下，若按回购资金
总额上限人民币3亿元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0,764,262股；若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1.5
亿元测算，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382,131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临2021-007）。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证券代码：605188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11,829,184股，占公司总股本610,625,404股(截
至2021年1月19日)的比例为1.9372%。 成交的最高价为15.08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13.06元/股，支付的
总金额为156,994,209.73元人民币（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11,829,184股，占公司总股本
610,625,404股(截至2021年1月19日)的比例为1.9372%。 成交的最高价为15.08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
13.06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56,994,209.73元人民币（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成交量之和的25%。 公司
董事会对本次疏漏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将吸取本次教训， 加强学习并严格遵守 《证券
法》、《公司法》等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后续公司将审慎操作回购事项，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0日

证券简称：国光连锁

公告编号：2021-007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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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文天祥大道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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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5,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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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162

A股

同意
票数
435,200,002

反对
比例（%）
100.0000

票数

弃权

比例（%）
0

票数

0.0000

比例（%）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股东类型
A股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35,200,002

10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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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变 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
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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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公司董事长胡金根
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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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蒋淑兰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吴炳华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翟忠南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21,604,576

反对

比例（%）

100.0000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美莉、王志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0日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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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１
年１月２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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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
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三友联众
（
（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９３２
（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２，５６２．９５１３万股
（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３，１５０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朝阳
联系地址：东莞市塘厦镇莆心湖中心二路２７号
联系人：王孟君
电话：０７６９－８２６１８８８８－８１２１
传真：０７６９－８５９１４５５３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９号院１号楼
联系人：股权发行组
电话：０１０－８３３２６８１６、０１０－８３３２６８１７
传真：０１０－８３３２６９２０
发行人：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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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
1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
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中辰股份
（二）股票代码：300933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58,5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91,700,000股，其中有流通限制的股票数
量为5,594,839股，限售期为6个月，无流通限制的股票数量为86,105,161股，
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宜兴市环科园氿南路8号
联系人：徐积平
电话：0510-80713366
传真：0510-87076198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张辉波、刘丹
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