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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赵平先生、监事肖大波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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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2日披露了《关于部分董

事、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公司董事赵平先生、监事会主席肖大波先生

计划于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其中赵平先生拟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291%，肖大波先生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633%（以下简称“本次减持计划” ）。

截至目前，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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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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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

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截至2021年2月17日，赵平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0,

000股，肖大波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赵平

集中竞价 2021年1月5日 48.7230 30,000 0.0038

合计 - 48.7230 30,000 0.003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赵平

合计持有股份 1,730,258 0.2192 1,700,258 0.215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730,258 0.2192 1,700,258 0.215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肖大波

合计持有股份 2,261,004 0.2864 2,261,004 0.286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2,261,004 0.2864 2,261,004 0.28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赵平先生、肖大波先生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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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股份的实施情况与此前已经披露的承诺、减持股份计划一致。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

赵平先生、肖大波先生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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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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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9日晚间披露了《第四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经事后审查发现，本次决议公告中对《关于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遗漏了独立董事候选人尚未取得独

董资格证书的情况。 现补充如下：

补充前：

2.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各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2.0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陈叶秋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

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02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邓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

票0票，弃权票0票）。

2.03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李臻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

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名陈叶秋女士、邓青先生、李臻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为确保公

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在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就任前， 现任独立董事仍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

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上述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担任公司董事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及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同时上述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补充后：

2.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各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2.0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陈叶秋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

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02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邓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

票0票，弃权票0票）。

2.03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李臻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

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名陈叶秋女士、邓青先生、李臻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为确保公

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在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就任前， 现任独立董事仍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

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上述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担任公司董事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及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

陈叶秋女士、邓青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李臻先生目前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方法》的相关规定，李臻先生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

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

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对上述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将加强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

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10日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参加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承诺函

本人李臻被提名为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理解并知悉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且符合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因目前尚未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期的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特此承诺。

签字确认：李臻

202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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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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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科云网” ）于2020年10月27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共计225名投资者起诉公司要求赔偿损失，以及有部分投资者要求原公司控

股股东孟凯先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累计金额为3,050.08万元。 根据有关规定，现将该投资者索赔

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索赔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截至2021年2月9日，投资者索赔案共有416件，涉案金额为4,851.03万元。 相关情况如下：

序

号

案件名称

原告人数

（人）

被告 涉诉金额（元）

1 （2019）京01民初462号张某政案（注1） 42 中科云网、孟凯 9,662,174.90

2 （2019）京01民初471号颜某由案 37 中科云网 2,835,735.51

3 （2019）京01民初589号朱某案 57 中科云网 5,782,210.95

4 （2019）京01民初600号葛某丽案 59 中科云网 9,460,870.14

5 （2019）京01民初617号王某妹案 47 中科云网、孟凯 6,938,218.57

6 （2019）京01民初631号魏某凤案（注2） 33 中科云网 2,054,009.98

7 （2020）京01民初245号刘某案 40 中科云网 3,756,748.70

8 尚未收到并案裁定 101

中科云网、部分孟凯

连带责任

8,020,288.96

合 计 416 - 48,510,257.71

注：

1.2021年1月28日，公司收到已并入2019京01民初462号张某政案审理的（2019）京01民初470号周

某芳案、（2019）京01民初549号崔某案的民事裁定书，获悉上述两位原告于2021年1月15日向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 ）提出撤诉申请，北京一中院裁定准许原告崔某、周某芳撤

诉。 上述两位原告撤诉金额为730,826.73元。

2.经公司核对，已并入（2019）京01民初631号魏某凤案审理的（2019）京01民初496号叶某兰案

（涉案金额为：14,898元）与尚未收到并案裁定的（2021）京01民初29号叶某兰案（涉案金额为：14,

902.75元）为同一被告，构成重复起诉， 经与北京一中院沟通，北京一中院裁定驳回叶某兰起诉。

二、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最新进展情况

因金紫银（北京）餐饮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北京天波食府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波食府” ）未

履行(2019)京0108民初59487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及（2020）京01民终字第2316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所判决的需向公司支付的租金及房屋使用费、违约金等给付义

务，公司于2020年6月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 ）申请对金紫银（北京）餐饮有

限公司进行强制执行，并于2020年8月13日获得海淀法院正式立案，案号为（2020）0108执14207号，执

行标的金额为19,534,531元。

后经公司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海淀法院已出具（2020）京0108执14207号《执行裁定书》（尚

未收到该裁定之法律文书），因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

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及管理层将穷尽方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继续向被执行人天波

食府追偿，如发现天波食府有可供执行财产，将立即再次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根据投资者索赔案件实际情况，按照以前年度相同计提比例，就2020年度新增68件投资者索赔

案件（涉诉金额为1,278.17万元）计提预计负债184.31万元，预计影响公司2020年度损益金额为184.31

万元，最终影响金额以经年审机构出具的《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发布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的公告》，该投资者索赔案件诉讼时效截至2021年1月9日届满三年。 诉讼时效届满后仍向人民法院提起

的索赔诉讼案件，则将丧失胜诉权。 据公司初步统计，有部分诉讼案件系诉讼时效届满后收到法院邮寄

的诉讼材料，公司将委托专业律师团队就该诉讼时效事宜与人民法院进行进一步沟通及确认，诉讼时效

最终认定以法院裁判结果为准。 公司将就该投资者索赔诉讼案件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投资者索赔民事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部分并案裁定等；

2.其他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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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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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2月10日下午2:45；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1年2月10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3: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3）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1年2月10日上午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同志街2400号火炬大厦五层公司第一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骥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3人，代表股份110,588,8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32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76,485,1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8983％。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162人，代表股份34,103,7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426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8人，代表股份34,387,0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49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83,3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00％。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62人，代表股份34,103,7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426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530,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430％；反对1,058,3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5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28,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22％；反对1,058,36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7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高树成、陈啸天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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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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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1年2月10日以现场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会议于2021年2月10日下午3:30时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

4、经公司半数以上监事推举，会议由监事刘永川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

举刘永川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6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2021-015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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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10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刘永川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2月18日

简历

刘永川，男，1972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济师、经营管理部部长。 主要工作

经历：1995-2008年任公司科技发展部、企业管理部职员；2008-2020年任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2020年

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济师、经营管理部部长。

截至目前，刘永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网站查询，刘

永川先生非“失信被执行人” 。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力安防”、“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６

，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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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５８１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王力安

防”，股票代码为“

６０５２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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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份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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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

虑发行人基本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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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３２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６

，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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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６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６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

，

０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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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

１５８

，

９８７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６２０

，

８４０

，

７４５．８４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１４１

，

０１３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１

，

４５５

，

２５４．１６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

２

，

９４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１

，

３８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

和《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另有

１４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

２

，

８９８

股为无效申购，对应

金额为

２９

，

９０７．３６

元。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６

，

６９７

，

１０２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６９

，

１１４

，

０９２．６４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２

，

８９８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２９

，

９０７．３６

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

数量（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实际配售数

量（股）

放弃认购数

量（股）

１

李少丽 李少丽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２

陈颖 陈颖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３

魏平华 魏平华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４

傅文昌 傅文昌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５

巫欲晓 巫欲晓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６

千峰 千峰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７

吴志新 吴志新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８

胡志荣 胡志荣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９

阮纪友 阮纪友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１０

卢毅英 卢毅英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１１

沈阳市汽车工业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

沈阳市汽车工业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１２

张素华 张素华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１３

许兴德 许兴德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１４

陈燕匡 陈燕匡

２０７ ２１３６．２４ ０ ０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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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３

，

９１１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４８５

，

１６１．５２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１％

。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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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２４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９０４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21-007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超过1%的公告

股东韶关市高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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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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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于2021年2月10日收到股东韶关市

高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高创” ）出具的《关于增持股份超过1%的告知函》，韶关高创

于2021年2月5日至2021年2月10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7,

469,296股，增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45%，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韶关市高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乳源县乳城镇鹰峰西路1号B栋B区一楼106A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2月5日至2021年2月10日

股票简称 中国宝安 股票代码 000009

变动类型（可

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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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减持股数（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37,469,296 1.45

合 计 37,469,296 1.4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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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60,733 5.00 166,430,029 6.4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8,960,733 5.00 166,430,029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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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关高创于2021年2月1日签署了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计划自该报告书签署之日起未来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

筹资金累计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不低于1,000,000股， 增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

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

截至2021年2月10日， 韶关高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

计增持上市公司股份37,469,29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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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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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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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深圳市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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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硕科技” 、“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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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21〕356 号文

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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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

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000 万股，其中网上

发行 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

行“博硕科技”股票 2,000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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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3,057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46,877,357,500

股， 配号总数为 293,754,715 个，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293754715。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36168027%，网上投资者有效

申购倍数为 7,343.86788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T+1 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

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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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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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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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 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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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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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 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2 月 18 日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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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1]275

号）。

本次发行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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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

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光大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1,500万股，

发行价格为 54.23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1,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根据《深圳奥雅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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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年 2月 10日（T+1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 308室主持了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707

末“5”位数： 26711

末“6”位数： 616816��816816��016816��216816��416816��015794�265794��515794��765794

末“7”位数： 2643282��7643282

末“8”位数： 38172414��58172414��78172414��98172414��18172414��19492422��69492422

末“9”位数： 054498167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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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深圳

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 2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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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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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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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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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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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发行人：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2 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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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昱亨实业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昱亨实业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集体

注册资本：2,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建筑安装工程（除特种设备），商务咨询，软件开发，机械设备的销售，自有房

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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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上海嘉定包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26.00%； 上海嘉定陈村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0%；上海嘉定马陆李家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0%；上海嘉定戬邦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0%；

上海嘉定晓宏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0%；上海马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8.00%

拟募集资金金额：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8000万元（或等值美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原股东持有增资人10%的股权，新股东（投资人）持有90%的股权。

拟新增注册资本：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万元，拟增资价格不低于1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拟增资价格：1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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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整合行业优质资源， 建设具有产业示范效应的潮流电商平台运营中

心，提升企业运营能力等。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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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嘉定陈村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

上海嘉定包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2.6%

上海嘉定马陆李家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

上海嘉定戬邦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

上海嘉定晓宏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

上海马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0.8%

新股东 9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备查文件。 意向投资人需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后，方可查

阅增资人置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文件。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 021-62657272-11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3-2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江阴司特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江阴司特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私营

注册资本：55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

职工人数：13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服务；生物医药中间体（不含危险品）、化妆品、实验仪

器耗材（不含危险品）、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许可经营项目除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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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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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陈慧玉 98.00%；华夏源细胞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3000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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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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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骨3D打印项目（生物3D打印枪、软骨水凝胶、骨软骨3D打印支架、耳软骨3D打

印、髋关节软骨3D打印）的临床前研究与临床申报； 2、新项目研发（肌腱、韧带、鼻整形等）与知识产权

保护； 3、公司运营、团队建设、上市准备。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形，本次增资活动终结： ①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②投资人、增资

人及原股东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③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④成交价未达到保留底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视征集情况而定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增资价格设有保留底价。 2、本次增资不涉及员工股权激励方案或员工持股平台增资。 3、

本项目增资款中超出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全部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由增资完成后的全体股东按各自持

股比例共享。 4、本次增资完成后，相关债权债务由增资后的公司继续继承履行。 5、本次增资增资人

将结合投资人综合实力、产业协同效应等因素，考虑给予董事、监事席位。

项目联系人：胡淑娟

联系方式： 021-62657272、18010407808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1-02-26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