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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部分案件

一审及二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情况概述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大洲” ）前期已披露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共83起，涉案金额合计1142.42万元。 案由为2020年1月，本公司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作为投资者，买卖本公司

股票发生亏损，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本公司赔偿其损失。 相关内容详见2020年3月19日、5月

28日、7月18日、7月23日、8月22日、10月21日及2021年1月26日、4月21日、6月8日、6月16

日、7月8日、9月29日本公司披露的相关诉讼案件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0-045、临

2020-098、 临2020-120、 临2020-124、 临2020-135、 临2020-155、 临2021-005、临

2021-032、临2021-058、临2021-062、临2021-069、临2021-103。

2021年1月12日、1月19日、1月26日、5月15日、5月27日、7月8日、7月23日、9月29日本

公司分别披露了上述案件中的37起一审判决情况， 相关内容详见披露的公告 （编号：临

2021-001、 临2021-003、 临2021-005、 临2021-049、 临2021-051、 临2021-069、临

2021-071、临2021-103）。

2021年6月8日、6月16日本公司分别披露了上述案件中的17起二审判决情况， 相关内

容详见披露的《关于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部分案件二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编号：临2021-058、2021-062）。

二、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中又有1起一审已判决、4起

二审已判决、2起裁定发回重审。

（一）本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收到了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1份《民事

判决书》（（2021）琼01民初101号），判决情况：

“原告：肖红波，被告：新大洲。 判决如下：

1、被告新大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因虚假陈述行为给原告肖红波造成的

经济损失91874.73元；

2、驳回原告肖红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制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01.65元，由原告肖红波负担743.8元，被告新大洲负担2057.8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二）本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收到了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6份《民事判决书》

（（2021）琼民终601号、602号、642号、712号），该4起案件二审均驳回本公司上诉，维持

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本公司负担，具体判决赔偿金额统计如下：（单位：元）

序号 二审案号 一审案号

原审原

告姓名

起诉金额（最

终）

生效裁判

赔偿投资

损失（不含

诉讼费）

一审本

公司需

负担的

案件受

理费

二审本公

司需负担

的案件受

理费

1 （2021）琼民终601号 （2021）琼01民初44号 倪嘉麒 170067.46 9628.24 209.55 50

2 （2021）琼民终602号 （2021）琼01民初45号 倪练平 14568.08 2684.85 30.26 50

3 （2021）琼民终642号 （2021）琼01民初112号 陈守全 55788.35 15917.13 340.85 197.93

4 （2021）琼民终712号 （2021）琼01民初106号 蒋国龙 46275.37 10180.62 210.5 54.52

总计 286699.26 38410.84 791.16 352.45

（三）本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收到了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2份《民事裁定书》

（（2021）琼民终736号、738号）。

《民事裁定书》（（2021）琼民终736号）主要内容：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大洲。 被上诉人：黄海明。

裁定如下：1、撤销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琼01民初466号民事判决；2、本

案发回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新大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回。 ”

《民事裁定书》（（2021）琼民终738号）主要内容：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大洲。 被上诉人：冯济强。

裁定如下：1、撤销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琼01民初467号民事判决；2、本

案发回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新大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1.22元予以退回。 ”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

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 (仲裁)

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执行情

况

1

2021年5月， 枣庄新远大实业有限公

司齿轮厂诉五九集团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 诉请被告给付欠原告的货款

3151065.1元。

315.10

2021年7月达成

调解， 五九集团

返还欠款215万

元。

达成调解

五九集团已按照调解

书约定返还欠款100万

元，剩余欠款将于约定

的2021年11月30日返

还。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本次1份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的一审判决， 本公司需承担赔偿损失、

案件受理费等合计金额为93932.58元，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上述（2021）

琼01民初101号判决，本公司拟提起上诉。本公司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三项违规

担保未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程序，存在担保无效的情形，其中鑫牛基金案、

张天宇案件已判决本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本公司在自查中发现并进行了披露。 从股价走

势看，上述信息披露后公司股价稳定，难以判断相关行为对投资者造成了损失。

根据本次4份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的二审判决，本公司需承担赔偿损失及

案件受理费合计金额为39554.45元，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共发生证券虚假信息陈述纠纷案件83起，诉讼金额1142.42

万元。其中3起因原告未交诉讼费，按撤诉处理，诉讼标的22.11万元；一审判决38起，诉讼标

的867.02万元，判决我公司赔付125.95万元（不含案件受理费）。 一审后二审判决21起，二

审均为维持一审判决结果；二审已判决的案件中16起已赔偿完毕。 一审后二审裁定撤销一

审判决发回重审2起，诉讼标的10.96万元。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020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2021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肖红波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之《民事判决书》（（2021）琼01民初

101号）。

2、倪嘉麒、倪练平、陈守全、蒋国龙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之《民事判决

书》（（2021）琼民终601号、602号、642号、712号）。

3、黄海明、冯济强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之《民事裁定书》（（2021）琼民

终736号、738号）。

4、枣庄新远大实业有限公司齿轮厂诉五九集团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之《民事起诉状》、

《民事调解书》。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11日

信息披露

202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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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1年5月25日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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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

〔2021〕2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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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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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3,3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5.07%。 本次发行初始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6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1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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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5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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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10月13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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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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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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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43楼9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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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17,15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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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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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韩士发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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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11人，其中：董事闫军、梁逍、刘常进及谭柏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独立董事谭学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王国林、陈瑞忠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董事会秘书倪娟出席会议；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马晓燕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公司内部问责委员会董事成员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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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104,219 99.9985 48,300 0.0015 0 0.0000

2、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公司内部问责委员会监事成员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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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103,919 99.9985 48,600 0.0015 0 0.0000

3、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公司担保范围并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闫军先生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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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801,283 99.8647 4,351,236 0.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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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

公司内部问责委员会董事成员的

议案

919,319,030 99.9947 48,300 0.0053 0 0.0000

2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

公司内部问责委员会监事成员的

议案

919,318,730 99.9947 48,600 0.0053 0 0.0000

3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公司担保范围并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915,016,094 99.5267 4,351,236 0.473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3在关联股东闫军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

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云栋、薛玉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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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2日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瓷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6,29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2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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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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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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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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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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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内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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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

心 308室主持了华瓷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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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547�2547

末“5”位数 60501�80501�00501�20501�40501

末“6”位数 613163�863163�113163�363163

末“7”位数 4274176

末“8”位数 52627102�72627102�92627102�12627102�32627102�12685101�62685101

末“9”位数 360716879�268443970�424465695�14823985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华瓷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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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4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华瓷股份 A股股票。

发行人：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2日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瓷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6,296.6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2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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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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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296.67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3,778.02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518.65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37元 /股。根据《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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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8,852.0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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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29.62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667.0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54182955%，有效申购倍数为 3,934.17410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股

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

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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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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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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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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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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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初步询价时

提交了有效报价的投资者中，有 3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

申购；其余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的 3,43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607 个配售对象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申购，申购数量为 8,068,10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万股）

1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

资账户

640.0000

2 深圳市翼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翼虎家园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0.0000

3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人生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0.0000

4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 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0.0000

5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0.0000

6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0.0000

7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640.0000

8 潮州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潮州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640.0000

9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启程 8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640.0000

10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 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0.0000

11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 1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640.0000

12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选 1号私募投资基金 640.0000

13 深圳市亚泰一兆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亚泰一兆投资有限公司 640.0000

14 曹克坚 曹克坚 640.0000

15 杨燕 杨燕 640.0000

16 李文 李文 640.0000

17 李杨 李杨 640.0000

18 赵和花 赵和花 640.0000

19 赵惠新 赵惠新 640.0000

20 郑文宝 郑文宝 640.0000

21 郭金红 郭金红 640.0000

22 廖伟俭 廖伟俭 640.0000

23 丘国强 丘国强 640.0000

24 程辉 程辉 640.0000

25 林枝春 林枝春 640.0000

26 胡辛 胡辛 640.0000

27 李志金 李志金 640.0000

28 王锐 王锐 640.0000

29 石甘德 石甘德 640.0000

30 陆利华 陆利华 640.0000

31 王舰 王舰 640.0000

32 黄学良 黄学良 640.0000

33 樊雷刚 樊雷刚 640.0000

34 任伟达 任伟达 640.0000

35 谢建勇 谢建勇 640.0000

36 谢建强 谢建强 640.0000

37 张波 张波 640.0000

38 张卫东 张卫东 640.0000

39 姚宁 姚宁 640.0000

40 周歆焱 周歆焱 640.0000

41 张宇涛 张宇涛 640.0000

42 徐莉 徐莉 640.0000

43 赵龙 赵龙 640.00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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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万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

金（A类）

2,055,680 25.48% 378.2606 60.08% 0.01840075%

年金和保险资金（B类） 1,377,920 17.08% 63.0829 10.02% 0.00457813%

其他投资者（C类） 4,634,500 57.44% 188.2765 29.90% 0.00406250%

合计 8,068,100 100% 629.6200 100% -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2,082 股按

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平均配售给 A类投资者。 各配售对象获配

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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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2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5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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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939号文核准。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

“百润转债” ，债券代码为“127046” 。

本次发行人民币112,8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11,280,000张，按面值发

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9月28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

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12,8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9月29日（T日）结束。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

售9,952,648张，即995,264,8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88.23%。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年10月8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

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309,15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0,915,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8,20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820,00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此外，《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

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余额2张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的百润转债数量合计为18,202张，包销金额为1,820,200元，包销比例为0.16%。

2021年10月1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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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1061号中投国际商务中心A座21层

联系电话：0755-83451400、83703402

联系人：资本市场组

发行人：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12日

江西百胜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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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胜智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4,44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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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603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446.6667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08元 /股。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66.9999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15.00%。

本次发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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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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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8.7557 元 / 股，超过幅度为 3.70%。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 年修订）》第三

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和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96.562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1.17%。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70.4376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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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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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16.2044 万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1.29%；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33.9000 万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8.71%。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3,950.1044万股，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百胜智能于 2021年 10月 11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百胜智能” 股票 1,133.9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1年 10月 13日（T+2日）披露的《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2021年 10月 13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

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西百胜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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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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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

份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

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为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24

个月。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招商

资管百胜智能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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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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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有效报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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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上交所主板、深交所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

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上交所主

板、深交所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

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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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5,278,901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21,585,088,500

股，配号总数为 243,170,177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4317017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西百胜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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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722.73468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0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790.0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2,026.1544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1.29%；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1,923.9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48.71%。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58238977%，有效申购倍数为 6,319.55552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 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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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2日

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亚康股份”

或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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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６０２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亚康股份”，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０８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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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１．４４

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Ｔ＋２

日）结束。具体情

况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９７６

，

９９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２８

，

３０６

，

７７２．８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３

，

００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４９３

，

２２７．２０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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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

００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４９３

，

２２７．２０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

量的比例为

０．１２％

。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

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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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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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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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

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