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中的任何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回售期间：2020 年 1 月 9 日至 2020 年 1 月 15 日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0 张
回售金额：0 元
一、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公告情况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了《关于“航信转债”回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随后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和 2020 年 1 月 8 日在上述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两次关于“航信转债”
回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2020-005）。

本次“航信转债”的回售价格为 100.86 元人民币 / 张（含当期利息），回售申报

期为 2020 年 1 月 9 日至 2020 年 1 月 15 日， 本次回售申报已于回售申报期结束日
（2020 年 1 月 15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结束。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航信转债”的回售申报期为 2020 年 1 月 9 日至 2020 年 1 月 15 日。 根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回售的有效申报数
量为 0 张，回售金额为 0 元。

本次“航信转债”回售不会对公司现金流、资产状况、股本情况造成影响。
三、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后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未回售的“航信转债”将继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0271 证券简称：航天信息 编号：2020-006
转债代码：110031 转债简称：航信转债
转股代码：190031 转股简称：航信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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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年 1 月 1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对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证监会的书面核准
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7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航信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

制作 朱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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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1
债券代码：112612 债券简称：17 正邦 01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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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
2019 年 7 月 29 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7 月 12 日及 2019 年 7 月 30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中信证券卫光生物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390,900 股，占截

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 0.3619%，成交均价为人民币 51.515 元 / 股，成交金额为
20,137,213.50 元。 员工实际认购份额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情况一致。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包括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的董事（不含独
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员工。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公司股票购买。 上述股票将按
照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自 2020 年 1 月 17 日起 12 个月。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880 证券简称 :卫光生物 公告码 :2020-002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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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2020 年 4 月
28 日）。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1 号）。
截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 公司已将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23,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公司已将上述募
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持续督导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长财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270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 公告编号：〔2020〕004 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已完成收购标的达州中科
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州中科”）95%股权的资产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
记，并取得了由达州市通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的《营业执照》。 工商变更后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永和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达州中科 95%的股权， 达州中
科已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变更后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达州中科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702MA62787F71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朝平
注册资本：1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 年 4 月 7 日
住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朝阳西路汽车西站二层
经营范围：肿瘤专科医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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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795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2020-008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达州中科 95%股权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银芝利汽车
热交换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芝利”）近期收到浙江吉利汽车零部件采购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吉利”）采购定点通知，具体相关事项如下：

银芝利获得吉利 PMA-2 平台（SMART 车型）热泵空调项目的授权，该项目产
品预计将于 2022 年开始批量供货。 根据客户预测，生命周期内销售额预计 6.95 亿
元人民币。 公司此次获得吉利新能源平台热泵空调项目是客户对公司新能源汽车

热管理系统产品研发配套能力的认可， 是公司持续拓展新能源汽车热管理市场取
得的又一个重要突破，对实现公司中长期战略目标将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获得该项目产品定点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但对公司未
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126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6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吉利新能源汽车供应商定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无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近日，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收到温

州市公共建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确定浙江省围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温州市江滨西路 1# 雨水闸泵工程”的中标单位，项目合同金
额为 86,841,931.00 元（具体合同金额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一、招标人及项目基本情况
1、招标人：温州市公共建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该项目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
3、合作期限：550 日历天。
4、2018 年公司未与招标人发生类似业务。

5、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合计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2.45%， 若公司最终

签订合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尚未与该项目招标人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

体内容待合同签订后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86 证券简称：ST 围海 公告编号：2020-029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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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R 同向上升
2019 年度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5.51%-40.26%
盈利：4848.16万元

盈利：5600万元–680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增长主要源于电能质量、充电桩及储能等产品线按照公司
2019 年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各产品线收入均较上年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其中储能产
品线业绩大幅度增长，综上公司 2019 年收入及业绩较上年度有明显增长。

公司 2019 年 1-12 月，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约为 700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19 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9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300693 证券简称：盛弘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1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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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R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727.20%�-�830.60%
盈利：19,342.34万元

盈利：160,000万元–180,00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业绩同比增长幅度较大，主要由于报告期内，生猪价格较去年同期增幅

较大。
2.预计公司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为 35,000 万元—45,000 万元。
3.报告期内，生猪全成本较往年亦有所增加，主要原因如下：
1)因防范“非洲猪瘟”新增生物安全防控固定资产投入及日常防疫成本、新增相

关管理人员开支等；部分区域生猪提前出栏安排、生猪跨区域调动受限等原因，使
得生产效率受到影响，成本有所上升。

2)报告期内新建产能及下半年新增租赁猪场较多，产能利用率整体不高。
3)三、四季度销售商品猪中，外购仔猪育肥出栏的占比较高，提升了养殖成本。
但是，随着未来出栏总量的提升，费用摊销相应减少，预计生猪全成本呈下降

趋势。
4.报告期内，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国内生猪存栏降幅较大，公司猪饲料业务及

兽药业务的盈利水平均有所下降。
5.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扩大母猪规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母猪存栏规模

119.75 万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

的《2019 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安徽艾可蓝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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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可蓝”或“发行人”）于２０２０

年１月１７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艾可蓝”股票
２，０００万股。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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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０８，８０８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２２，２０５，３０９，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２４４，４１０，６１８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４４４１０６１８。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６３６５９０１１％，有效申购倍数
为６，１１０．２６５４５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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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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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中止发行、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安排，并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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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投资者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２０．２８元 ／股。

２、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Ｔ＋２日）公告的
《安徽艾可蓝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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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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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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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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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１、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牛集团”、“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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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
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０００万股，全部
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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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４５元 ／股。

根据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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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７５．７９倍，
高于１５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３，６０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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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８５７６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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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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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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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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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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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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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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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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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
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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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
公牛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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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位数 ０６８７、３１８７、５６８７、８１８７

末“５”位数 ０３６４５、１６１４５、２８６４５、４１１４５、５３６４５、６６１４５、７８６４５、９１１４５

末“６”位数 ０６０４１０、２６０４１０、４６０４１０、６６０４１０、８６０４１０

末“７”位数 ７６４３７９４、９６４３７９４、５６４３７９４、３６４３７９４、１６４３７９４、０８５１８９２、５８５１８９２

末“８”位数 ８０１８８４０４、６０１８８４０４、４０１８８４０４、２０１８８４０４、００１８８４０４

末“９”位数 ００１８５２７１８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公牛集团Ａ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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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０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１，０００股公牛集团Ａ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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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保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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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 （Ｔ日） 结束。 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２，４０９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５０８个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中，有４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其余２，４０５个有效报价投资
者管理的６，５０４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
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格（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万股）

吴鹏 吴鹏 ５９．６２ １００

林振贵 林振贵 ５９．６２ １００

朱霄萍 朱霄萍 ５９．６２ １００

卢建平 卢建平 ５９．６２ １００

合计 ４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
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
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６５０，４００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养老金和
社保基金（Ａ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２２０，９００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
申购数量的３３．９６％；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 （Ｂ类投资者）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５８，６００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９．０１％，其他类型投资者 （Ｃ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３７０，９００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５７．０３％。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
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
金 和 社 保 基 金
（Ａ类）

２２０，９００ ３３．９６％ ３，００２，８２４ ５０．０５％ ０．１３５９１６７０％

企 业 年 金 和 保
险资金（Ｂ类） ５８，６００ ９．０１％ ７９４，０３０ １３．２３％ ０．１３５５６３１４％

其 他 类 型 投 资
者（Ｃ类） ３７０，９００ ５７．０３％ ２，２０３，１４６ ３６．７２％ ０．０５９４０１４６％

总计 ６５０，４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公
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７９３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
售原则配售给“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德邦优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９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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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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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10
栋3楼主持了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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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6

末“5”位数 32190、57190、82190、07190

末“7”位数 6511159、9011159、1511159、4011159

末“8”位数 84095141、34095141

末“9”位数 157934007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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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33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500股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 通过拨打电话400-808-9999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

按2转入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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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T+2日日终，中
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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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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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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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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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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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2019年 12月 27日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967号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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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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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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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本次发行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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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1,33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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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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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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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T-1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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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赛特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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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