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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0� � � � � �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 公告编号：〔2021〕090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9月9日

召开的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具体内容为：公司

以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以总股本759,239,130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60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121,478,260.8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的原则为以固定总额的方式分配；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5、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59,239,13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1.4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3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6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10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10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10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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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10月2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46 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10月13日至登记日：2021年10月21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977号

咨询部门：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夏海晶、王家栋

联系电话：021-52708824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69���������������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4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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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8月13日、2021年9月1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

〈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8月16日、2021年9月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 〈公司章程〉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0）等相关公告。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变更（备案）通知书》，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80,636,097元变更为人民币180,148,557元。

三、新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1987321E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南路16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1栋A座18-20层01-08号

法定代表人：罗瑞发

注册资本：人民币180,148,557元

成立日期：2004年05月20日

营业期限：永久存续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无线收发设备、智能终端设备、网络与电子通信产品、软件产品、计算机与

电子信息的技术开发、设计、生产（生产项目另行申办营业执照，由分公司经营）、销售、安装、技术服务

及技术咨询；系统集成；工程施工、承包（涉及资质证的需取得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电

子商务平台的技术开发，网上贸易、数据处理；经营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智能网联推广服务；设备租

赁。（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

经营项目：无。

四、备查文件

《变更（备案）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69���������������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3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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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7,830.00万元–8,650.00万元 盈利：51,022.4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44元/股–0.48元/股 盈利： 2.89元/股

（2）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4,840.63万元–5,660.63万元 盈利：14,720.7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27元/股–0.32元/股 盈利：0.83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国家相关政策调整及市场环境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0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2021-066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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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0月14日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0月14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1年10月14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1年10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汉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1人，代

表股份3,906,580,4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4.0007％。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0人，代表股份3,847,089,8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82.721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9,490,55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79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0,192,39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01,84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1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59,490,55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2％。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关于选举吴碧磊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4,831,1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2％；反对1,551,03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7％；弃权198,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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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443,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938％；反对1,

551,03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68％； 弃权198,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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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94％。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孙勇律师、高照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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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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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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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862� � �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1-053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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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价近期波动较大，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切实提高

风险意识，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银星能源；证

券代码：000862）连续三个交易日（2021年10月12日至10月14日）收盘价格跌幅累计偏离

-23.0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并函询了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能源），现就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1.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控股股东宁夏能源购买宁夏能源拥有的阿

拉善左旗贺兰山200MW风电项目相关的资产与负债（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并于2021年

10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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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近期正在推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1年10月12日披露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涉

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待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经国资有权单位、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

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股票已于2021年10月12日开市起复牌。

3. 公司于2021年10月13日披露了 《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1-05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截至

目前，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业绩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公司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

提供。

4.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应当审慎决

策、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15日

浙江严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严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严牌股份”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

４

，

２６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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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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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

２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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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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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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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２６７．００

万股，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９５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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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仅由发行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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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８．１８５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６９％

。 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３１１．８６４７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５０．７６４７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２．３８％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８８．０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７．６２％

。 根据《浙江

严牌过滤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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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８１４．８５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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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７８７．８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６２．９６４７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５２．３８％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７５．８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７．６２％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９４１４７４７％

，申购倍数为

６

，

２７２．９４５３８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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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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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

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对象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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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资管严牌股份员工参与创

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资管严牌股份

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２８１

，

８５３ ４２

，

４９９

，

９９６．３５ １２

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８

，

７３３

，

３４７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４２

，

５９６

，

８４３．６５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５

，

１５３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２５

，

７３１．３５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０

，

６２９

，

６４７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６７

，

１５３

，

９２８．６５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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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６７

，

８９７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２％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８５％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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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

１５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３２５

，

７３１．３５

元。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589%

。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网上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与战略配售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由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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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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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９

，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６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严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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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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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的股

票简称为“百胜智能” ，股票代码为“3010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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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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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四个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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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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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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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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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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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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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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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年 10月 13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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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战略配售、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即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投资”）和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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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百胜智能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组成。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 依据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 9.08元 /股，本次发行规模为人

民币 40,375.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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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发行规模不足 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

元”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招商投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22.3333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5.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74.2290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6.17%。

截至 2021年 9月 29日（T-3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招商投资 2,223,333 20,187,863.64 24个月

2 百胜智能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2,742,290 24,899,993.20 12个月

总计 4,965,623 45,087,856.84 一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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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208,10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74,409,629.7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1,39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85,030.28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0,261,54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3,974,819.5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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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2,026,201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0%，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5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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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91股，包销金额为 285,03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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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2021年 10月 1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配资金与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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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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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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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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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３３３．３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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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

２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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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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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中位数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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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３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３

，

３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 公开发行的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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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参与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６６．６６６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

，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２

，

２１６．６６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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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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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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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刊登的《浙江争光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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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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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ｓ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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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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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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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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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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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

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亚康股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０８５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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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

、发行人：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１８

号创富大厦

８０５

室

３

、联系人：曹伟

４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８３４０６３

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８３４０６１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保荐代表人：陈晔、韩培培

３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

层

４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１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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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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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33,666,667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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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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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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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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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33,666,667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34,666,667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049,999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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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数量不

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即不超过3,366,666股，且认购金额不超过5,860万元；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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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

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031,668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85,0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

次发行总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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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将在2021年10月21日（T+2日）刊登的《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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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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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网（http://www.cs.

com.cn/）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10月18日（T-1日，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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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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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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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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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普赛斯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０８０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８

，

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２

，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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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发行人：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８

号

４

幢

４

层

联系人：林涛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３３９５１７３

传真：

４００８８７５６６６－１８６３６６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１

号

联系人：张远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５１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发行人：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10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