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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尊颐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9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尊颐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尊颐纯债一年债券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1603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9月2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光大保德信尊颐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光大保德信尊颐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2]1158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22年9月21日至2022年9月27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2年9月28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 2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 409,999,000.0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 2,700.27

募集份额（单位：份 ）

有效认购份额 409,999,000.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2,700.27

合计 410,001,700.27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10,002,700.27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2.4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2年9月28日

注：按照相关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

资产中支付。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

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

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持有

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

资产

10,002,700.27 2.44% 10,002,700.27 2.44%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

日起不少于3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

管理人员

0 0% 0 0%

基金经理等人员 0 0% 0 0%

基金管理人股东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合计 10,002,700.27 2.44% 10,002,700.27 2.44%

注：持有份额总数部分包含利息结转的份额。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该只基金份额。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该只基金

份额。 截至2022年9月27日止，本基金管理人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本基金份额为10,002,700.27份，

认购费为1,000.00元。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epf.com.cn）或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202-888）查询交易

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

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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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商业汇票逾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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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部分商业汇票逾期的基本情况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开出的部分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

汇票出现逾期情况，截止2022年9月28日，逾期汇票票面金额合计16,592.08万元，公司已兑付金额合计

1,982.51万元，逾期未兑付金额合计14,609.57万元，逾期金额占公司2021年期末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

为5.54%、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9.33%。 公司票据逾期金额占占公司近十个交易日

市值均值的10.33%，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的有关规定，达

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要求。 公司票据逾期金额列示如下：

出票人 票据类型 票据金额（万元） 逾期金额（万元）

公司 商业承兑汇票 9,367.27 9,367.27

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 7,224.81 5,242.30

合计 16,592.08 14,609.57

注：逾期金额不含因逾期产生的违约金及罚息等；本公告表中数据如有误差，为数据四舍五入造成。

逾期票据明细列示如下：

票据类型 承兑人 首次逾期月份 逾期金额（万元）

商业承兑汇票 （收款人已通过银

行贴现、到期公司未承兑）

公司 2022年6月 9,113.09

商业承兑汇票（收款人未贴现、到

期公司未承兑）

公司 2022年8月 254.18

银行承兑汇票 中国银行梅州分行 2022年6月 2,160.82

银行承兑汇票 交通银行梅州分行 2022年7月 1,560.31

银行承兑汇票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 2022年9月 1,521.17

合计 14,609.57

二、逾期原因及应对措施

由于公司下游客户受到疫情影响，难以按时足额支付货款，导致公司现金流紧张，部分票据无法按

时兑付。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有关各方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积极处理逾期问题。 同时催促下游客户支

付货款，稳定公司经营现金流，争取降低相关逾期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1、上述逾期事项可能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可能导致相关金融机构要求提前还款及针对逾期

事项提起诉讼的情况、 可能导致供应商对公司的货款账龄周期缩短， 进一步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的状

况，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可能会面临支付相关违约金、罚息等情况，导致公司财务费用

增加， 进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公司将根据逾期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2、截至目前，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由于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正处于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阶段，调查结

果尚未明确。

3、因公司存在的违规担保问题，可能导致公司承担相关担保责任，进而造成公司确认预计负债和损

失，可能引发流动性困难，进而造成业务开展受限、员工离职等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风险。

4、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2021年度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存在四位董事无法保证

2022年半年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情形。

5、自2022年5月6日起至2022年6月2日，公司股票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公司已制定并公告稳定股价措施。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公告。 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被立案调查、违规担保和可能存在的

潜在负债及或有负债、持续经营能力、退市风险、内部控制以及信息披露涉嫌违规、股票收盘价格连续低

于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票据逾期等事项相关风险，谨慎开展投资活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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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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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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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0号楼外运大厦B座11层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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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48,922,58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143,642,68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105,27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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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09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688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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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

由公司董事长冯波鸣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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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出席9人，董事长冯波鸣先生，副董事长宋德星先生，执行董事宋嵘先生，非执行董

事邓伟栋先生、江舰先生，以及独立非执行董事王泰文先生、孟焰先生、宋海清先生和李倩女士出席了本次会

议，非执行董事许克威先生因另有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寇遂奇先生、范肇平先生和王生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监事会主席

黄必烈先生和周放生先生因另有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李世础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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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1,086,962 98.7316 52,555,721 1.2684 0 0.0000

H股 546,085,040 49.4069 553,015,865 50.0340 6,179,000 0.5590

普通股合计： 4,637,172,002 88.3452 605,571,586 11.5371 6,179,000 0.1177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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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1,362,213 98.7382 52,280,470 1.2618 0 0.0000

H股 550,901,823 49.8427 548,199,082 49.5982 6,179,000 0.5590

普通股合计： 4,642,264,036 88.4422 600,479,552 11.4401 6,179,000 0.1177

3、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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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3,478,283 99.9960 164,400 0.0040 0 0.0000

H股 1,105,270,90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248,749,188 99.9969 164,400 0.003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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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1,841,509 99.9565 1,801,174 0.0435 0 0.0000

H股 1,003,576,710 90.7992 101,694,195 9.200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145,418,219 98.0283 103,495,369 1.9717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072,813,6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70,664,644 99.7678 164,400 0.2322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67,247,820 99.7561 164,400 0.243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416,8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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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于2022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70,664,644 99.7678 164,400 0.2322 0 0.0000

4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

议案

69,027,870 97.4570 1,801,174 2.543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4为

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3-4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

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宇聪、徐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8日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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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9月29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慧博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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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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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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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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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慧博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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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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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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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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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博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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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9月28日（T+1日）上午

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慧博云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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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7,1097

末“5”位数 25333,05333,45333,65333,85333

末“6”位数 240746,040746,440746,640746,840746,729704,229704,479704,979704

末“7”位数 0727979,3227979,5727979,8227979

末“8”位数 63300915,03300915,23300915,43300915,83300915,60366388,10366388,46541773

末“9”位数 09570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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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6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慧博

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9月29日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博云通” 、“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4,00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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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2〕15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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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4,001.0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60元/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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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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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55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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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配售对象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3,355,263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39%。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2,646,237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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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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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53,237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1.44%，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6,801,500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18.56%。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36,654,737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慧博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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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7.31897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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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数量

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331,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522,237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1.4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132,500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8.56%。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

为0.0259493906%，有效申购倍数为3,853.65505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慧博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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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

售数量，于2022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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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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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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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华泰慧博云通家园1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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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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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深交所股票市场

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

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配售。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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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

投。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355,263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8.39%。

截至2022年9月21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

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之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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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慧博云通家园1号创业板员工

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355,263 25,499,998.80 12个月

合计 3,355,263 25,499,998.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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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10月10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

部分依据战略投资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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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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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证上 〔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

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

（中证协发〔2018〕142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

则》（中证协发 〔2021〕212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2018〕142号）等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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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深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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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7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35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36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

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1,196,080万

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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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量

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6,153,190 54.96% 16,216,783 72.00% 0.02635383%

B类投资者 38,080 0.34% 90,076 0.40% 0.02365781%

C类投资者 5,004,810 44.70% 6,215,378 27.60% 0.01242033%

合计 11,196,080 100.00% 22,522,237 100.00%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其中余股1,349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

售给“同泰数字经济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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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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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6839461

联系邮箱：htlhecm@htsc.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发行人：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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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9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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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晶科技

（二）股票代码：00126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3,742.5626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435.6407万股，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投资风险。投资者应充

分了解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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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良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阿木尔南街31号

电话：0471-3252496

联系人：于宏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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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代表人：孟繁龙、姜淼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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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信至诚” 、“发行

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170.782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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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

〔2022〕1916号文注册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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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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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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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数量1,170.7826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175.617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696.6653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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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5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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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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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30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北京永信至诚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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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