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粤水电

股票代码：002060

收购人名称：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12层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12层

签署日期：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广东水电二

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交易是收购人依据《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建工集团股权划转相关事项的批复》，通

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国资委）、广东省财政厅合计持有广东省建筑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 从而间接收购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

司、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粤水电37.32%的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

格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

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收购人、建工控股 指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水电集团 指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建科院 指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工集团 指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粤水电 指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060）

本次收购、本次股权划转 指

收购人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

得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 从而间接收购广东省建筑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粤水电37.32%的股份

本报告书摘要、收购报告书摘要 指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

购报告书》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张育民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12层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12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MA56X1F187

经营范围

建筑及建筑关联类企业股权投资；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咨询服务；商品

房购置、租赁及销售；物业管理、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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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21年8月4日

主要股东情况 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国资委）90%、广东省财政厅10%

注：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工控股的股东变更工商登记尚在办理过程中。

二、收购人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广东省国资委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因此建工控股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国资委。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与实际控制人之间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注：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工控股的股东变更工商登记尚在办理过程中。

广东省国资委对广东省人民政府授权监管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监督和管理，不从事实际经营业务。

（二）对收购人控制的主要核心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无子公司。

三、收购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收购人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暂无实际经营业务。

收购人成立于2021年8月4日。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设立不满3年，暂无财务数据。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

处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1 张育民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2 马春生 男 总经理 中国 广州 无

3 李雪美 女 监 事 中国 广州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境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情况。

七、收购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

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收购目的及批准程序

一、本次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目的是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国资委批准，将广

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国资委）、广东省财政厅合计持有建工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建工控股，从而

使得建工控股间接收购建工集团下属水电集团、建科院合计持有的粤水电37.32%的股份。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广东省国资委。

二、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如若发生相关权

益变动事项，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会处置在上市公司中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建工集团于2021年11月22日收到广东省国资委印发的《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建工集团股权

划转相关事项的批复》，前述文件批复同意将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国资委）、广东省财政厅持有的建

工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建工控股，股权划转基准日为2020年12月31日。

四、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各方需根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收购前，建工控股未持有上市公司权益。

本次收购后，建工控股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国资委）、广东省

财政厅合计持有的建工集团100%股权，从而间接收购建工集团下属水电集团、建科院合计持有的粤水

电37.32%的股份。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广东省国资委。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以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的方式进行，将建工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建工控股。

因此，建工控股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建工集团100%股权，从而间接收购建工集团下属

水电集团、建科院合计持有的粤水电37.32%的股份。

三、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关于本次收购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 本次收购目的及批准

程序”之“三、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四、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 。

四、本次交易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

本次股权划转所涉及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 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本次收购采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不涉及交易对价，不涉及资金支付；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资

金来源问题。

第六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国资委批准，建工控股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国资委）、 广东省财政厅合计持有的建工集团100%股权， 从而间接收购建工集团下属水电集

团、建科院持有的粤水电37.32%的股份。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广东省国

资委。

因此，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

约：（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30%” 。

综上所述，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关于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一）收购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建工控股未持有上市公司权益。 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国资委）、广东省财政厅合计

持有建工集团100%的股份，建工集团下属水电集团、建科院合计持有粤水电37.32%的股份。上市公司与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系图如下：

（二）收购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完成后，建工控股将持有建工集团100%的股份，建工集团下属水电集团、建科院合计持有

粤水电37.32%的股份。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系图如下：

第七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已根据《格式准则第16号》的披露要求，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

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收购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况，并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

提供相关文件。

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盖章）：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育民

202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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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688559 证券简称：海目星 公告编号：2021-068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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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目星” 或“公司” ）

股东深圳市招银一号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招银一号” 或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有公司股份18,085,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4%。上述股份为招银一号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1年9月9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1年9月11日通过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市海目星激光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招银一号计划

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合计数量不超过1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不超过6%。

2021年10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编号：2021-059），

招银一号在2021年10月13日至2021年10月15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000,000股，

占公司股本比例为1%。

2021年10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编号：2021-060），

招银一号在2021年10月18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000,000股，占公司股本比例为1%。

2021年11月23日公司收到股东深圳市招银一号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来的《关于

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及《关于所持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

况暨股份减持超过（达到）1%的告知函》。 其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2,00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4,000,000股，合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3.0000%，达到本次减持计划的50%。

本次减持股份数量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距前次公司于2020年10月20日披露的《关于5%以

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减持比例已超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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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银一号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8,085,050 9.04% IPO前取得：18,085,05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计划数量过半暨距前次公司于2020年10月20日披露的《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减持比例已超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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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招银一号 6,000,000 3%

2021/10/13

～

2021/11/22

集中竞 价

交易、大宗

交易

51.50-68.36 352,560,315.86 12,085,050 6.04%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5%以上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5%以上股东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其将根据市场

情况、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以及是否按期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002925� � � � � � � �证券简称：盈趣科技 公告编号：2021-142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公告

股东林先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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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104），公司股东兼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杨明先生、王战庆先生及林先

锋先生拟在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的股份不超

过1,292,545股，即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1654%。其中，杨明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

公司的股份不超过661,380股，即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846%；林先锋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的方式减持公司的股份不超过454,672股，即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582%；王战庆先生拟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的股份不超过176,493股，即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226%。 本次减持

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进行，

且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公司于2021年11月23日收到林先锋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进

展情况的告知函》。 截至2021年11月23日，林先锋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经过半，林先锋先生

共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335,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428%（截至2021年11月22日，公司总股本

为781,914,267股）。 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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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具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含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而发生的股份变动）。

2、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3、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2021年11月23日，林先锋先生本次减持计划数量已经过半，林先锋先生共计减持公司股份数

量335,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428%。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林先锋 集中竞价

2021/11/15-

2021/11/23

335,000 33.275 0.0428%

4、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累计交易前

变化数量

（股）

累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林先锋

合计持有股份 3,440,487 0.4400 -335,000 3,105,487 0.3972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454,672 0.0581 -335,000 119,672 0.0153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85,815 0.3819 0 2,985,815 0.3819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林先锋先生在本次减持计划中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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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时其作出的相关承诺。

2、林先锋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进展情况与此前已披露

的减持计划一致。

3、林先锋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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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先锋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林先锋先

生将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林先锋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24�日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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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５１

，

６２６

，

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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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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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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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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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披露向参与战

略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的股票总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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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５１

，

６２６

，

４２５

股， 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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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６

，

５０５

，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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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５８１

，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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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

３３１

，

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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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

７１３

，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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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Ｔ＋２

日）刊登的《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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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二、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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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日报网，网

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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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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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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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外部投资者进行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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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在《迈赫机器人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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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金额、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

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3,334万股，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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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34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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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70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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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217.15万股，约占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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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15万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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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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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30日（T+2）刊登的《迈赫机器人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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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

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s://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11月25日（T-1日，周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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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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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羊马”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0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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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14号文核准。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三羊马” ，股票代码为“001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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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根据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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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16.00元/股，发行数量为2,001.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60万股，为本次发行总

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00.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1,800.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1月2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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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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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17,970,38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87,526,096.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8,61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17,904.0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99,4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1,990,4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60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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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账户

获配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平安养老

-

华润（集团）有

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0899185441 88 1,408.00 88

2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

－

尚盈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0899251112 63 1,008.00 63

3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创鑫利

28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0899266925 63 1,008.00 63

7

熊瑾玉 熊瑾玉

0085004488 63 1,008.00 63

8

杨志强 杨志强

0098722107 63 1,008.00 63

9

温子荣 温子荣

0134997729 63 1,008.00 63

10

易红石 易红石

0035087724 63 1,008.00 63

11

刘德宏 刘德宏

0120160210 63 1,008.00 63

12

郭祥彬 郭祥彬

0310181205 63 1,008.00 63

13

吴相君 吴相君

0149405195 63 1,008.00 63

14

叶树昌 叶树昌

0175775742 63 1,008.00 63

15

束龙胜 束龙胜

0085727924 63 1,008.00 63

16

李缜 李缜

0041482702 63 1,008.00 63

17

邵志明 邵志明

0064003996 63 1,008.00 63

18

康涛 康涛

0001019751 63 1,008.00 63

19

卢昆忠 卢昆忠

0247341457 63 1,008.00 63

20

贾清 贾清

0080677012 63 1,008.00 63

21

李有明 李有明

0204640667 63 1,008.00 63

22

蒋小军 蒋小军

0138866456 63 1,008.00 63

23

AUNG NAING THU

VICTOR

AUNG NAING THU

VICTOR

0700001866 63 1,008.00 63

24

黄炜 黄炜

0135257441 63 1,008.00 63

25

陈耀远 陈耀远

0152441488 63 1,008.00 63

合计

1,600 25,600.00 1,600

6

中国纺织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

0800034860 63 1,008.00 63

4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南海农商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0899271245 63 1,008.00 63

5

上海鹏欣农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0800136878 63 1,008.00 63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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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19股，包销金额为643,504.00元，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0%。

2021年11月2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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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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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0639435、021-2063943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雅股份” 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2,030.245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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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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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5号文

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

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030.2458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57.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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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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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

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101.5123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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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1,451.6458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78.6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股数的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2,030.2458万股，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11月23日（T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洁雅股份” 股票578.6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2021年11月25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铜陵洁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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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2021年11月25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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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依据《铜陵洁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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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按发行价格与中签

数量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资金账户在2021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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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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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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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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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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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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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549,762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63,819,030,000股， 配号总数为 127,638,060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2763806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铜陵洁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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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9.904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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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

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060,5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1,045.595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84.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54287835%， 申购倍数为6,481.39237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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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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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