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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9 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赛伯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伯乐”）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减持计划，详情请见《中冶美
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1）。

2020 年 1 月 20 日， 公司收到宁波赛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宁波赛特”，为赛伯乐一致行动人）发来的通知函，在计划减持期限内，其持有的
公司股票因股票质押业务到期违约全部发生了被动减持， 目前持有公司股数为 0。
具体被动减持情况如下：

一、被动减持情况
1、被动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日期 减持主体 减持人 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 占总股本比
例（%）

2019-6-27至
2019-7-23 宁波赛特

长城国瑞 集中竞价
6,606,776 0.95

浙商证券 集中竞价
2019-9-16至
2019-9-17 宁波赛特 长城国瑞 司法拍卖 19,610,000 2.82

2019-9-25至
2019-9-27 宁波赛特 浙商证券 集中竞价 422,492 0.06

2019-12-24至
2019-12-25 宁波赛特 浙商证券 司法划转 6,434,662 0.93

共计 33,073,930 4.76
注： 宁波赛特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共计 7,029,268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1%。
2、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期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期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宁波
赛特

合计持有股份 33,073,930 4.76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073,930 4.76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宁波赛特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
重大变化。

2、 截止公告日， 赛伯乐一致行动人（宁波赛特和宁波赛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通过竞价交易被动减持股份数量累计已达公司总股本的 2.81%。

3、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督促相关股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通知函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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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被动减持履行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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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米氮平片（30mg）（以下简称“本品”）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米氮平片
剂型：片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30mg
药品标准：YBH06032018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84125
批件号：2020B02168
药品生产企业：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2020 年 1 月 15 日，公司米氮平片（30mg）国内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并获得药品

注册批件。截至目前，公司米氮平片（15mg 及 30mg）均为国内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

米氮平片主要用于抑郁症的治疗。 原研公司为荷兰 Organon（欧加农制药），最
早于 1994 年在荷兰批准上市，2004 年在国内进口批准上市， 其属于国家医保目录
甲类品种（2019 年版）和基本药物目录品种（2018 年版）。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

持，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
企业达到 3 家以上的，在药品集中采购等方面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未超过 3 家的， 优先采购和使用已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因此公司米氮平片
（30mg）通过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产品的市场销售，提高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并为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药品销售期间，可能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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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米氮平片（30mg）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交易型货币

场内基金简称 银华日利

基金主代码 51188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和《银华
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年 1月 22日

暂停申购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20年 1月 23日

恢复申购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华日利 银华日利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11880 00381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及恢复申购业务 是 是

注：（1）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暂停银华日利（基金代码：511880）、银华日利 B（基金代码：003816）的申购业
务，在暂停申购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银华日利、银华日利 B 的赎回业务。 银
华日利的二级市场交易业务将正常进行。

（2）银华日利将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起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
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如在节假日前或节假日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

间并提前足够时间提出赎回申请。 敬请投资者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
带来的不便。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www.yh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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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1 日

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及恢复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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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0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0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荣安大厦 20 楼会议室（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 700 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王丛玮。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代表股份 2,475,750,115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7.757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2,471,967,476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639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股份 3,782,6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188%。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

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 4,596,839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4%。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审 议 案 投票情况 股份数（股） 赞成股份（股） 反对股份
（股）

弃权股
份（股）

赞成率
（%）

1、《关于对外
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

全体投票 2,475,750,115 2,475,669,615 80,500 0 99.9967%

其中：现场投票 2,471,967,476 2,471,967,476 0 0 100.0000
%

网络投票 3,782,639 3,702,139 80,500 0 97.8719%
中小投资者投票 4,596,839 4,516,339 80,500 0 98.2488%

2、《关于对购
买经营性土
地事项进行
授权管理的
议案》

全体投票 2,475,750,115 2,475,669,615 80,500 0 99.9967%

其中：现场投票 2,471,967,476 2,471,967,476 0 0 100.0000
%

网络投票 3,782,639 3,702,139 80,500 0 97.8719%

中小投资者投票 4,596,839 4,516,339 80,500 0 98.2488%

3、《关于对对
外投资事项
进行授权管
理的议案》

全体投票 2,475,750,115 2,475,133,976 616,139 0 99.9751%

其中：现场投票 2,471,967,476 2,471,967,476 0 0 100.0000
%

网络投票 3,782,639 3,166,500 616,139 0 83.7114%

中小投资者投票 4,596,839 3,980,700 616,139 0 86.5965%

审 议 案 投票情况 股份数（股） 赞成股份（股） 反对股份
（股）

弃权股
份（股）

赞成率
（%）

4、《关于对外
担保预计情
况的议案》

全体投票 2,475,750,115 2,475,626,376 123,739 0 99.9950%

其中：现场投票 2,471,967,476 2,471,967,476 0 0 100.0000
%

网络投票 3,782,639 3,658,900 123,739 0 96.7288%

中小投资者投票 4,596,839 4,473,100 123,739 0 97.3082%

5、《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
权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的
议案》

全体投票 2,475,750,115 2,475,669,615 80,500 0 99.9967%

其中：现场投票 2,471,967,476 2,471,967,476 0 0 100.0000
%

网络投票 3,782,639 3,702,139 80,500 0 97.8719%

中小投资者投票 4,596,839 4,516,339 80,500 0 98.248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均获得本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肖玥、陈农
3、结论性意见：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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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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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安集团”）的通知，因经营需要，荣安集团将其所持

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质押。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数（万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是 2,500 1.64% 0.79% 否 否 2020/1/20 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

记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生产经营需

要

合计 - 2,500 1.64% 0.79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股）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25,939,995 47.93% 1,097,150,000 71.90% 34.46% 0 0% 0 0%

王久芳 945,000,000 29.68% 48,750,000 5.16% 1.53% 0 0% 0 0%

合计 2,470,939,995 77.61% 1,145,900,000 46.38% 35.99%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相关机构出具的质押证明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20-009
债券代码：112262 债券简称：15 荣安债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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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瑞芯微”）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４，２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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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９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瑞芯微”，股票代码为“６０３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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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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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９．６８元 ／股，发行数量为４，２００万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９４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０％。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Ｔ日）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瑞芯微”Ａ股１，２６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Ｔ＋
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缴款环节主要请关注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福州瑞芯微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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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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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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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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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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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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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６，３４０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８６，２７６，２９７，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１４６０４２４％，配号总
数为８６，２７６，２９７个，起始号码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截止号码为１００，０８６，２７６，２９６。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福州瑞芯微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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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４７．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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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７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３８１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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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日（Ｔ＋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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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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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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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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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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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达半导”，股票代码为“６０３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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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发行人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
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
格为１２．７４元 ／股，发行数量为４，０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４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００％。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３，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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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３５，８６８，５９８股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４５６，９６５，９３８．５２元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１３１，４０２股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１，６７４，０６１．４８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３，９９６，６５０股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５０，９１７，３２１元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３，３５０股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４２，６７９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陈汝琦 陈汝琦 ３３５ ４，２６７．９０ ０．００ ３３５
２ 高金平 高金平 ３３５ ４，２６７．９０ ０．００ ３３５
３ 顾美芳 顾美芳 ３３５ ４，２６７．９０ ０．００ ３３５
４ 李太杰 李太杰 ３３５ ４，２６７．９０ ０．００ ３３５
５ 毛振东 毛振东 ３３５ ４，２６７．９０ ０．００ ３３５
６ 彭文君 彭文君 ３３５ ４，２６７．９０ ０．００ ３３５
７ 吴鹏 吴鹏 ３３５ ４，２６７．９０ ０．００ ３３５
８ 俞旭斐 俞旭斐 ３３５ ４，２６７．９０ ０．００ ３３５
９ 张英涛 张英涛 ３３５ ４，２６７．９０ ０．００ ３３５
１０ 周卓和 周卓和 ３３５ ４，２６７．９０ ０．００ ３３５

合计 ３，３５０ ４２，６７９．００ ０．００ ３，３５０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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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７５２股，包销金额为１，７１６，７４０．４８元，
包销比例为０．３３６９％。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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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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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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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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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164 证券简称：通源石油 公告编号：2020-004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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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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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２０年
１月２０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１０栋３楼主持了安徽艾可蓝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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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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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数： ２９１６
末“五”位数： ９９１６７ １９１６７ ３９１６７ ５９１６７ ７９１６７ ３６３５０
末“六”位数： ５３３０２５ ０３３０２５ ８０３６６４
末“七”位数： ０５４８９４１ ２５４８９４１ ４５４８９４１ ６５４８９４１ ８５４８９４１ ５１３９８０９
末“八”位数： ８７５２８０２２ ０７５２８０２２ ２７５２８０２２ ４７５２８０２２ ６７５２８０２２ ３３３２５９６７
末“九”位数： ０１８４０８９００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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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０个，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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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１。按２转人工

接听则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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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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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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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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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
1、汇安丰融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汇安裕华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汇安嘉诚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四季度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

huianfund.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

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010-56711690）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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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
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 月 21 日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