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腾安基金为销售机构并

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金转

换业务及参加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申

购、赎回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安基金” ）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22年9月29日起新增委托腾安基金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同时参加腾安基金开

展的基金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申购及赎回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腾安基金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腾安基金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15731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779 景顺长城价值边际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注：上述基金最新业务状态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二路33号腾讯滨海大厦15楼

法定代表人：林海峰

联系人：谭广锋

客户服务电话：95017

网址：www.tenganxinxi.com

二、通过腾安基金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腾安基金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腾安基金于约定

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腾安基金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腾安基金为准，且不设定级差。 腾安基金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

投资者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腾安基金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腾安基金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2022年9月29日起在腾安基金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注：上述基金均已开通同一基金A/C类份额之间的相互转换业务。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腾安基金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募说明书。

四、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腾安基金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可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腾安基

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投资者通过腾安基金赎回上述基金的，可享受赎回费率优惠，最大优惠至仅收取赎回费中归入基金资产的部分，其余部分免除。 赎回费及归基金资产比

例依据投资者持有基金产品的时间分档收取，具体标准请参见基金相关公告或招募说明书。 此次费率优惠不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五、相关说明

若今后腾安基金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腾安基金最新规定为准。

六、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017

网址：www.tenganxinxi.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0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关于景顺长城景泰悦利三个月定期开

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接受

伍佰万元以上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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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顺长城景泰悦利三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泰悦利三月定开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4973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景顺长城景泰悦利三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景顺长城景

泰悦利三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年9月29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9月29日

恢复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泰悦利三月定开纯债债券A 景顺长城景泰悦利三月定开纯债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4973 014974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

业务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2年9月29日起，取消景顺长城景泰悦利三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本基金” ）在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大额交易限制，本基金首次申购最低限额为1元，追加申购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投资人应当遵循销售

机构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本基金的销售机构以及该销售机构业务情况及规则，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各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www.igwfmc.com获取相关信息。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

请阅读刊登于基金管理人官网及《中国证券报》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众禄基金为销售机构并

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金转

换业务及参加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申购

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

金”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22年9月29日起新增委托众禄基金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同时参加

众禄基金开展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众禄基金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众禄基金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7751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760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435 景顺长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409 景顺长城景泰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850 景顺长城价值稳进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211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212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822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823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1089 景顺长城景颐惠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090 景顺长城景颐惠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679 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683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注：上述基金最新业务状态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梨园路8号HALO广场一期四层12-13室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龚江江

电话：15179286389

传真：075533227950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887

网址：众禄基金网 www.zlfund.cn

基金买卖网 www.jjmmw.com

二、通过众禄基金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众禄基金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众禄基金于约定

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以下基金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8409 景顺长城景泰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850 景顺长城价值稳进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211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212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822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823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1089 景顺长城景颐惠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1090 景顺长城景颐惠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众禄基金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众禄基金为准，且不设定级差。 众禄基金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

投资者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众禄基金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众禄基金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2022年9月29日起在众禄基金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以下基金暂未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850 景顺长城价值稳进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注：上述已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中，景顺长城景颐惠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未开通A/C类份额之间的相互转换业务，其他基金已开

通同一基金A/C类份额之间的相互转换业务。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众禄基金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募说明书。

四、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可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众禄基

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相关说明

若今后众禄基金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众禄基金最新规定为准。

六、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887

网址：众禄基金网 www.zlfund.cn

基金买卖网 www.jjmmw.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利得基金为销售机构

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及参加申购费率

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得基

金”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22年9月29日起新增委托利得基金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同时参加利得基金开展的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利得基金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利得基金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3603 景顺长城泰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604 景顺长城泰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504 景顺长城景颐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505 景顺长城景颐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707 景顺长城睿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719 景顺长城睿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5325 景顺长城泰恒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5326 景顺长城泰恒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822 景顺长城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008823 景顺长城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10211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212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477 景顺长城景泰益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773 景顺长城泰阳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774 景顺长城泰阳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0822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823 景顺长城顺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3645 景顺长城景泰鼎利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3646 景顺长城景泰鼎利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973 景顺长城景泰悦利三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4974 景顺长城景泰悦利三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注：上述基金最新业务状态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基六路70弄1号208-36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江国际金融广场53层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联系人：俞先佐

电话：021-60195141

传真：021-61101630

客户服务电话：400-032-5885

公司网址：www.leadfund.com.cn

二、通过利得基金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2022年9月29日起在利得基金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以下基金暂未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13645 景顺长城景泰鼎利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3646 景顺长城景泰鼎利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注：上述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均已开通同一基金A/C类份额之间的相互转换业务。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利得基金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募说明书。

三、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利得基金一次性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可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利得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

准。

四、相关说明

若今后利得基金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利得基金最新规定为准。

五、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32-5885

公司网址：www.lead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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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川科技”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1,7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4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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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川科技” ，股票代码为“603052”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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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行网下

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

估值水平、市场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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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8元/

股，发行股份数量为1,72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数

量为1,7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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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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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49,09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87,794,441.2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50,91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701,558.8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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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910股，包销金额为8,701,558.80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

为1.46%。

2022年9月2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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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0833802、010-60833089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邮箱：project_kckjecm@citics.com

发行人：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晖集成”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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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91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圣晖集成” ，股票代码为“603163” 。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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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

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7.25元/股，发行数

量为2,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网上发行股票数量2,00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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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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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7,98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35,680,200.2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42,01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319,799.75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42,011股，包销金额为9,319,799.75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

例为1.71%。

2022年9月2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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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2-62936311、6293631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6,094.397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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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数量为6,094.3979万股，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656.6479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2,437.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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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定于2022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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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9月30日（T-1日，周五）9:00-12: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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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询，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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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2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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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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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发行规模为4,200.00万股，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1,68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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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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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9月30日（T-1日，星期五）9:00-12: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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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2022年9

月23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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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929

证券简称：兰州黄河 公告编号：

2022

（临）—

25

兰州黄河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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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兰州黄河，证券代码：000929）连续两个交易日

（2022年9月27日和28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进行了核实，现就相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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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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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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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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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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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赐材料” 、“公司”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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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88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人民币34.1050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34,105,000张，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天赐转债” ，债券代码为“127073”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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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不安排网下发行。

一、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优先配售的天赐转债总计为2,293,651,300元， 即22,936,513张，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7.25%。

二、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均为网上认购，不安排网下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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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9月27日（T+2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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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的数据，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做出如下

统计：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 11,006,39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1,100,639,8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 162,08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16,20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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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可转债由主承销商全额

包销。 此外，《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规定网上申购每

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7张由主承销商包

销。 本次主承销商包销可转债的数量为162,089张，包销金额为16,208,900元，包销比例为0.48%。

2022年9月29日（T+4日），主承销商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登记申请，将包销可转债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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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755-81682752、0755-81682750、010-8332132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得医药”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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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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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毕得

医药” ，扩位简称为“毕得医药科技股份” ，股票代码为“6880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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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

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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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0元/股， 发行数量为

1,622.91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43.436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

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27.2074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4.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6.2291万股已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981.902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70.35%；网上发行数量为413.8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29.65%。

根据《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476.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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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60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842.302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35%，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553.4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6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846846%。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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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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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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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通创投”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为富诚海富通毕得医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2022年9月20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海通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已在

2022年9月29日 （T+4日） 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

（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649,164 57,126,432.00 0.00 24

2

富诚海富通毕得医药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622,910 142,816,080.00 714,080.40 12

合计 2,272,074 199,942,512.00 714,08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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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3,29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35,890,136.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80,70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1,101,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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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3,02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41,226,2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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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3,706,131.44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9月28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毕得医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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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7

末“4”位数 007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毕得医药A股股票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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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2,663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267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608,230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22%，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36%。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

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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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703股，包销金额为51,101,864.0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3.58%。

2022年9月2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

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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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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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154759、021-23154758、021-23154756、021-23154757

发行人：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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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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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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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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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菲电气

（二）股票代码：00125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20,000,000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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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云峰

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杭平路16号

电话：0573-87639088

联系人：张群华、邵锦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启诚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98号财通双冠大厦西楼

联系电话：0571-87825766

保荐代表人：余东旭、戚淑亮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山东卓创资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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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创资讯”、“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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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

１５３１

号文

予以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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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卓创资讯”股票

１

，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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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

３２３

，

０８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９１

，

０００

，

８０１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１８２

，

００１

，

６０３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８２００１６０３

。 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４８３３７１３％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０６６．７２０１０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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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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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山东卓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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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款义务。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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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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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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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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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