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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20－007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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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截止本公告日，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79,272,7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8%。 根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京 03 执 277 号】，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申请对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 79,272,774 股及孳息进行冻结。 冻结时间自 2020 年 1 月
16 日起至 2023 年 1 月 15 日止。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转发的《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20 司冻 0116-03 号）、《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京 03 执 277 号】，获悉公司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所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被司法冻结。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冻结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冻结股份是否为限售股 冻结起始日 冻结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冻结原因

新华联控股有限
公司 否 79,272,774股 100% 5.18% 否 2020年 1月 16日 2023年 1月 15日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

公司 司法冻结

合计 79,272,774股 100% 5.18%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79,272,774股 5.18% 79,272,774股 100% 5.18%
合计 79,272,774股 5.18% 79,272,774股 100% 5.18%

三、其他说明
新华联控股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股份被司法冻结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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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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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金飞梅持有公司股份 2,382.072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537%；本次解除质押 2,214.1000 万股后，金飞梅持有公

司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一、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金飞梅的通知，金飞梅将其质押给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 2,214.1000 万股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金飞梅
本次解质股份 2,214.10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2.948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9537%
解质时间 2019年 1月 14日

持股数量 2,382.0725万股
持股比例 4.253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金飞梅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存在后续再质押的计划，后续将根据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 2020 年 1 月 15 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1,242.3663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5.7895%；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25,483.5640 万股，累计质押数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81.5673%、占公司总股本的 45.5060%。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6 日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传闻简述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关注到

有多家媒体报道提到“广汽集团计划入股投资蔚来汽车 10 亿美元”一事，经了解相

关情况，相关媒体的前述传闻报道不实，特此予以澄清说明。
二、澄清声明
本公司澄清如下：上述媒体报道不实。 目前，双方就蔚来的融资计划有所探讨，

但仍处于早期阶段，并未形成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 最终能否达成一致，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 未来，本公司即使参与，预计会通过子公司以部分自有资金对外募集基

金的方式参与投资，预计自有资金及募集基金总额不超过 1.5 亿美元，不会对公司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
hkexnews.hk）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或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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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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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 月期间签订了若干项合同， 合计金额约

284.8 亿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

车辆有限公司联合体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总计约 183.1 亿元人民币的
地铁车辆段设备运维服务及地铁车辆销售合同。

2.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车电机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西安中车永电捷力
风能有限公司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总计约 24.3 亿元人民币的
风力发电机组及配件销售合同。

3. 本公司下属客车企业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各相关路局公司分
别签订了总计约 19.1 亿元人民币的客车修理合同。

4. 本公司下属货车企业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总计约 16.7 亿元
人民币的货车修理合同。

5.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与贵阳宏源恒盛轨道交通二
号线一期项目投资有限公司和贵阳宏源永盛轨道交通二号线二期工程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总计约 16.5 亿元人民币的地铁车辆销售合同。

6.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与郑州中建深铁轨
道交通有限公司签订了总计约 13.7 亿元人民币的地铁车辆销售合同。

7.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中车风电有限公司与华能凉山州新能源发电有限公
司会理分公司、华能布拖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华能吉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总计约 11.4 亿人民币的风力发电机组销售合同。
上述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8 年营业收入的 13%。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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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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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0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关于公司2020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关于聘任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聘任孔庆辉先生、徐传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助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附件：总经理助理候选人简历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附件：总经理助理候选人简历
孔庆辉先生简历

孔庆辉,男，汉族，1971年1月出生，籍贯山东庆云，201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庆大
学物流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工程师。 1995年7月在烟台市福山区财政局参加工作。 现任北
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孔庆辉先生历任烟台市婴儿乐集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物流总公司副总经理，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部副总经理，唐山冀东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川渝大区副总经理，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大区副总经理、总
经理，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

2017年10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8年4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年5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8年7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2019年10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2020年1月起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徐传辉先生简历

徐传辉,男，汉族，1972年8月出生，籍贯黑龙江通河，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
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 1995年8月在北京建材集团总公司综合计划
部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北京金隅投资物业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传辉先生历任北京建材集团总公司综合计划部干部、经理助理、北京金隅物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北京锦湖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北京高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腾达大厦）副经理、北京金隅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环贸分公司经理。

2007年10月任北京金隅地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
2012年7月任北京金隅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执行董事；
2016年6月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地产与物业事业部部长；
2018年8月任北京金隅投资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0年1月起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2020年

1月16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博杰股
份”A股1,736.65万股，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
余股200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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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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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547,117户， 有效
申购股数为123,670,377,500股， 配号总数为247,340,755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47340755。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40425705%， 有效申购倍数
为7,121.20332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0年1月17日（T+1）
上午在深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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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T+2）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1月2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
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2、 本次发行价格：34.60元/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

（2020年1月1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
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
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依据2020年1月20日
（T+2日）公告的《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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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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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
止发行；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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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7日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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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生物”、“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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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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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０００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１５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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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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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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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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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２，８５０万股。 网下、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１．２５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Ｔ日）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东方生物”Ａ股８５５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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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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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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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及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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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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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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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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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限售账户将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Ｔ＋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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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
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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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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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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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４２，６４３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２，７６１，８９３．７５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０９５７０２％。 配号
总数为５５，２３７，８７５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５，２３７，８７４。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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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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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５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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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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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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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１２７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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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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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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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牛集团”、“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新股不超过６，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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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３０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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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
商”、“国金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０００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量为４，２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７０％，网上初始发行
量为１，８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５９．４５元 ／股。

公牛集团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公牛集团”股票１，８００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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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２，３２０，９６６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１１１，１６４，１９１，０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１６１９２２６％。 配号总数为
１１１，１６４，１９１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１１，１６４，１９０。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公牛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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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７５．７９倍，高于１５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３，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的６０％）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５，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９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
签率为０．０４８５７６７９％，申购倍数为２，０５８．６０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国金证券与发行人定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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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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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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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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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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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１
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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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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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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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包销。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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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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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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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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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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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１８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文
件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同意（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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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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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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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４，１８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２５．３６％。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０９．００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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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７９．７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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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１．３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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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Ｔ－１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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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广大特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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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