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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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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4 月 3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黑泉路 8 号 1 幢康健宝

盛广场 C 座四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普通股股东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5,299,35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5,299,3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949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94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昌敬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及《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7人，董事高雪先生、程天先生因疫情原因未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孙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王璇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95,642 99.9918 2,688 0.0059 1,021 0.002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及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

3,591,88
7 99.8968 2,688 0.0747 1,021 0.02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 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 1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启明 王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7 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169 证券简称：石头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7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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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蒋

伟和游捷夫妇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972.00 万股（包含通过上海湛泽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的 647.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83%，锁定期延长 6
个月至 2023 年 4 月 29 日。

公司董事、 核心技术人员侯永泰持有公司 600 万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比例
3.37%，锁定期延长 6 个月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吴剑英持
有公司 600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比例 3.37%，锁定期延长 6 个月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董事、本次发行时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黄明持有公司 200 万股股份，占
公司股份比例 1.12%，锁定期延长 6 个月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董事陈奕奕持
有公司 40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比例 0.22%，锁定期延长 6 个月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王文斌持有公司 170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
比例 0.96%，锁定期延长 6 个月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甘人宝持
有公司 50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比例 0.28%，锁定期延长 6 个月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

一、股东相关承诺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昊海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793 号），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780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9.2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88,294,000.00 元，公司已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根据股东在公司本次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出具的相关承诺函， 作为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承诺如下：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蒋伟和游捷夫妇承诺：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内资股股份（以下简称“A 股首发前股份”），也不
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境内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 A 股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本人持有公司 A
股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若本人所持公司
A 股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时的发行价。自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至减持期间，如因派发现
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发行价须按照中国证
监会、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游捷）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侯永泰，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人员的股东王文斌，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甘人宝 3 人均承诺：自公司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 A 股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境内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A 股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本人持有公司 A 股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
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本人所持公司 A 股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减持价格
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自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至减持期间，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发行价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
应调整。自前述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 A 股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

上市时所持公司 A 股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在本人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吴剑英，担任公司董事、本次发行时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黄明，担任公司董事的股东陈奕奕 3 人均承诺：自公司股票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 A 股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境内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A 股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本人持有公司 A 股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
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若本人所持公司 A 股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减持价格
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自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至减持期间，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发行价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
应调整。 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股东股票锁定期延长情况
截至 2020 年 4 月 3 日收市，公司股票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

价格 89.23 元 / 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情况及本次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情
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 类型
直接或间接持有
限售流通股数量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延长锁定期限 本次延长后限售

股锁定期

蒋伟和游捷
夫妇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7,972.001 44.83% 6个月 2023/4/29

侯永泰 董事、核心技术人
员 600.00 3.37% 6个月 2021/4/29

王文斌 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 170.00 0.96% 6个月 2021/4/29

甘人宝 核心技术人员 50.00 0.28% 6个月 2021/4/29

吴剑英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600.00 3.37% 6个月 2021/4/29

黄明
董事、本次发行时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200.00 1.12% 6个月 2021/4/29

陈奕奕 董事 40.00 0.22% 6个月 2021/4/29
注 1： 包含通过上海湛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的 647.1 万

股。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蒋

伟和游捷夫妇，董事、核心技术人员侯永泰先生，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王文
斌先生，核心技术人员甘人宝先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吴剑英先生，董事、本次发
行时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黄明先生， 董事陈奕奕女士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行为
不存在违反股份承诺的情形。

四、上网公告附件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延长股份锁定期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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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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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3 日、2020
年 3 月 1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1）。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31361P
名称：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 498 号 12 幢 21302；21319 室
法定代表人：金史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23,332.53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4 年 8 月 17 日
营业期限：1994 年 8 月 17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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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各种信息系统、安全防范防火工程，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
工，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机电安装建设工程
施工，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研发、销售，从事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产品、机电产品、仪器仪表、办公自动化设备、家用电
器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合同能源管理，医疗器械销售，舞台灯光
音响设计安装。（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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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增加经营范围并换取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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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为有效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
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自首次办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刊登于法批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通过合理安排，资金运

作良好。 2020 年 4 月 3 日， 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
表人。

截止目前，公司已累计归还 2,500 万元资金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剩余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 1.4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 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 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提前返回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7 日

股票代码：002728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0-018
债券代码：128025 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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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7 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刊登《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的填补措施及风险提示的公告（修订稿）》(公告编号：2020-028），因工作人员笔误，
公告内容存在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公告内容：
3、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43,000,000 股（含本数，最终发行数量由董

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保
荐机构协商确定）测算，以上发行股数不超过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20%。

更正后公告内容：
3、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43,000,000 股（含本数，最终发行数量由董

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保
荐机构协商确定）测算，以上发行股数不超过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风险提示的公告（修订稿）》（公告编号：2020-028）其他内
容不变。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910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0-031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风险提示公告（修订稿）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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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
分别召开了首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首届监事会 2019 年第六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 55,000 万元（含
55,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
理财产品、定期存款或结构性存款产品。 上述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
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5 月 30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6））。

一、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2日使用 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了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35））。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使用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了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港支行的北京银行对公客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 月 23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5））。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全部到期收回，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产品期
限 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收益

（元）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893871

保本浮动
型 10,000 111天 2019/12/12 2020/04/01 973,150.69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融
港支行

北京银行对公客
户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 71天 2020/01/22 2020/04/02 729,452.05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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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22,000 22,000 213.49 -
2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37.30 -
3 银行理财产品 9,000 9,000 77.67 -
4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8,000 69.04 -
5 银行理财产品 27,000 27,000 249.07 -
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81.37 -
7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32.05 -
8 银行理财产品 17,000 17,000 161.06 -
9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40.00 -
10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97.32 -
11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34.52 -
12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72.95 -
13 银行理财产品 13,000 - - 13,000

合计 148,000 135,000 1,165.84 13,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3,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20.67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4.1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3,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42,000

总理财额度 55,000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4 月 07 日

证券代码：603267 证券简称：鸿远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0-022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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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９，４５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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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９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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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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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９，４５０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６１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８３５．０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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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上证路演

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周三）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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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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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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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１，８３３．３６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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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上能电气”，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８２７”。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５００股的余股１００股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其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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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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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
网上发行的发行价格为２１．６４元 ／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１，８３３．３６万股， 发行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其中，网上发行股数为１，８３３．３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９９．９９９５％，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５００股的余股１００股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负责包销。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Ｔ＋２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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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９４，４８６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９５，８９２，６７７．０４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９，０１４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８４４，２６２．９６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３９，０１４股，未达深市新股
网上申购单元５００股的余股为１００股，两者合计为３９，１１４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最
终包销股份数量为３９，１１４股，包销金额为８４６，４２６．９６元，包销比例为０．２１％。

２０２０年４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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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资金扣除发行承销保荐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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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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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７
联系人：资本市场业务总部

发行人：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

天津锐新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锐新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75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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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2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2,757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54.2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02.80万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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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4月8日（周三）0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net）；
3、 参加人员：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须认真阅读2020年3月

30日（T-7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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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times.com；证券日报网
www.zqrb.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天津锐新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7日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昌”、“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３，３３３．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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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４６３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华盛昌”，股票代码为“００２９８０”。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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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
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１４．８９元 ／股，发行数量为３，３３３．３４万股，全部
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０００．０４万股，为本次发
行总量的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３３３．３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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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０４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０００．３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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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２９，９２１，２１６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４５，５２６，９０６．２４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８１，７８４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２１７，７６３．７６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３２８，１３２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９，５５５，８８５．４８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２６８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３３，７７０．５２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数（股）

１ 黄天火 黄天火 ３２４
２ 杨三宝 杨三宝 ３２４
３ 雷自合 雷自合 ３２４
４ 瞿惠玲 瞿惠玲 ３２４
５ 李桃 李桃 ３２４
６ 陈光珠 陈光珠 ３２４
７ 朱雪花 朱雪花 ３２４

合计 ２，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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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０５２股，包销金额为１，２５１，５３４．２８元，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２５２１５５％。

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转给发行
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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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６、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３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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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６２，００６．８２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４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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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海通证券”）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６２，００６．８２万股，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２５．００％，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８，６０２．０４６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３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
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４，７２３．８２４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６８０．９５０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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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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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８日（Ｔ－１日，周三）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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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发行人：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