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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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30,0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随心 E”专户定制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为：84 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召开
了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60,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向各金融机构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由公司财务部
负责组织实施。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在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利用

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增加股东和公司的投资收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发行的中国工商银行“随心 E”专户定制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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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向各金融机构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单项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

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公司按照决策、执行、
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购买理财产品的审批与执行程序， 确保现金管理
事项的有效开展及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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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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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银行
转账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中国工商银行“随心 E”专户定制型人民币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于：（1）高流动性

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及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同业存款、质押式及买断
式回购（0%-80%）；（2）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类信托、交易所委托债权、
交易所融资租赁收益权等（0%-80%）；（3）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
证券公司及其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
公司投资计划等（0%-80%）。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向各金融机构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单项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

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公司按照决策、执行、
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购买理财产品的审批与执行程序， 确保现金管理
事项的有效开展及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A 股上市公司（公司代码：

601398）， 与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日
1 资产总额 102,083.14 170,480.23
2 负债总额 14,049.85 16,708.25
3 净资产 88,033.29 153,771.97
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59.14 21,021.83
注：本公告表格中如存在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

舍五入原因形成。
公司是在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单项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或存
款类产品，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及股东谋求
更多的投资收益，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53,914.18 万元，本次委托
理财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30,000.00 万元， 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 55.64%，
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二）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委托理财产品本金列报
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 同时取得的收益计入利润表中的“投资收
益”。（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本次委托理财产品属于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的理财产品，金融市场受

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
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召开了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日常经
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前提下， 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
向各金融机构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使
用期限自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
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满后归还至公司自有资金专项账户。 在有效期
内和额度范围内，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具体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
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次理财属于授权范围内的行为。 具体详见公
司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披露的《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004、010）。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工银共赢资产组
合投资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
19CQ026A

25,000.00 25,000.00 562.50 -

2

工银共赢资产组
合投资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
19CQ033A

33,000.00 33,000.00 511.50 -

3

中国工商银行法
人“添利宝”净值
型理财产品
TLB1801

2,000.00 2,000.00 19.50 -

4

“工银共赢”资产
组合投资型人民
币理财产品
19CQ042A
（175天）

30,000.00 － - 30,000

5
中国工商银行“随
心 E”专户定制型
人民币理财产品

30,000.00 － - 30,000

合计 120,000.00 60,000.00 1,093.50 60,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0,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68.16%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6.1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6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0.00

总理财额度 60,000.00
注：上表中“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系根据最近 12 个月公司单日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余额填列。
特此公告。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697 证券简称：有友食品 公告编号：2020-001

有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蔚蓝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蔚蓝生
物进行了认真的持续督导， 切实履行保荐责任， 现将本次 2019 年度持续督导检查
情况汇报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至 12 月 27 日期间对蔚蓝生物进行了 2019 年

度定期现场检查，参加人员为保荐代表人陈凤华、金坤明。 现场检查过程中，保荐机
构通过查阅公司三会决议及会议记录、信息披露文件、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凭证等
资料，对公司治理、三会运作和内部控制情况，信息披露，独立性及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公司经营状况等其他相关事宜进行核查，并在前述
工作基础上完成了本次现场检查报告。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

规则等规则的执行情况；核查公司内部控制相关制度；查阅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的会议通知、签到簿、议案及有关资料、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蔚蓝生物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按照法律
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应的职责；公司的公
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以及其他公司治理的相关制度能够被有效执行；公司内部机
构设置和权责分配科学合理，对部门或岗位业务的权限范围、审批程序和相应责任
等规定明确合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有效执行；公司 2019 年三会运作情况良好，历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信息披露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 2019 年的信息披露文件，与公司管理层沟通；核查公司自

上市以来是否按照《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蔚蓝生物已经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宜。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保荐机构与公司财务部门进行沟通，查阅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资料，并结

合公司经营情况，核查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以及财务等方
面是否保持独立； 核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
来等情形。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独立性情况良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保荐机构与公司管理层沟通， 查阅公司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凭证、 合同、银

行对账单、三方监管协议等，核查与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存放相关的三会记录和

公告。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蔚蓝生物分别与保荐机构、专户开设银行签订了

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规定；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或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保荐机构与公司管理层沟通，并查阅与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相

关的协议、三会决议、信息披露文件，进而核查公司自上市以来发生的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并核查上述决策及执行中，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违规
的情况。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2019 年，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
外投资情况均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同时，
公司已经建立完善的制度对关联交易、对外投资、对外担保事项进行规定。 2019
年，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六）整体经营情况
保荐机构与公司管理层、相关业务部门沟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了解公司

2019 年生产经营情况及公司主营业务所处市场环境变化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19 年度，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公司及所在行业未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无。
四、向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无。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工作过程当中，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给予了

积极的配合。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保荐机构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的有关要求，对蔚蓝生物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经过
本次现场核查工作，保荐机构认为：2019 年以来，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公司治
理较为完善且被有效执行，公司“三会”运行情况良好；公司按照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独立性良好，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的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存放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均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经营状况正常，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保荐代表人签名 ：陈凤华 金坤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 日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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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19 年 6 月 11 日（减持计划披露日），中瑞合作基金持有索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20,599,305 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6.05%。

中瑞合作基金因自身资金需求， 计划自 2019 年 7 月 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6,804,70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2.00%，
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中瑞合作基金自 2019 年 7 月 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 6,739,713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 2.00%。 截至本公告日，中瑞合作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13,859,592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11%，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完成 3,252,200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
总股本由 340,239,060 股变更为 336,986,860 股（详见公司公告：2019-033）。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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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瑞合作基金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20,599,305 6.05% IPO前取得：14,713,789股

其他方式取得：5,885,516股

注：上述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为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所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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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中瑞合作基
金

6,739,71
3 2.00%

2019/7/5～
2019/12/
31

集中竞价交
易 9.90－12.35 73,646,151.

01 已完成 13,859,59
2 4.1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1-3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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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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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申请已于
2019 年 10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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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19〕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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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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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50, 000, 000 股，占发
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10.00%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7, 500, 000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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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4, 000, 000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8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 500, 000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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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6 日（T-1 日）上午 9: 00-12: 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 how .s s e 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 how .cns to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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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胜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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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 e .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 月 3 日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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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普家居”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 001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6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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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 001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 800.70万股，为
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 200.3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 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15.21元/股。

奥普家居于2020年1月2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奥普家居”
A股1, 200.3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0年1月
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0年1月6日（T+2日）
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T+2
日16: 00前到账。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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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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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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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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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认购的情形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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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 546, 421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88, 338, 622, 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358749% 。 配号总数为88, 338, 622个，号码范围为
100, 000, 000, 000-100, 088, 338, 62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7, 359.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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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00.60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的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0.1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 600.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076247%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月3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

金山大酒店4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1月6日（T+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3日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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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宝生物”、“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６５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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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８２８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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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数量４，６５０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６３２．５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３．６０％。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２１４．００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０３．５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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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周一）０９：００－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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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特宝生物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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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发行人：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０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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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２６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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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０００．００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２，４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００．０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０．８２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
行“和远气体”股票１，６００．００万股。

关于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敬请投
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北和远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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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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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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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１月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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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作无效
处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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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将协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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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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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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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可交
换债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９７０，５１８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１２１，１０６，４５６，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２４２，２１２，９１２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为０００２４２２１２９１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５６９．１５３５０倍，高于１５０倍，发行人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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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３，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９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７２５９１３２％，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３６４．０６８２２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红荔西路上步

工业区１０栋３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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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

南京万德斯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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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德斯”、“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１，２４９，４６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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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上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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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７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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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１，２４９，４６１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１，０６２，４７３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
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０６２，４７３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不存在差额。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４，１３０，９８８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６，０５６，０００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 网下、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０，１８６，９８８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５．２０元 ／股。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Ｔ日）通过上
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万德斯”Ａ股６，０５６，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
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
造成入账失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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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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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下发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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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
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的配
售对象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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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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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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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签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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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５０１，８２１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１９，８３２，９７８，５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０５３５００％。 配号
总数为３９，６６５，９５７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９，６６５，９５６。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南京万德斯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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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２７４．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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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
（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２，０１９，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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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１１，９８８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６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０７５，０００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０７１５０１％。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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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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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