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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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发
布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支持
下，公司计划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举行 2019 年度业绩发布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为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在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做好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的要求，本公司现就 2019 年度业绩提
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周三）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
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zelgen01@zelgen.com。 公司将在发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投资者可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周二）9:30—11:15 登陆上证
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收看本次发布会。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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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1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嘉兴市秀洲区高照街道八字路 1136 号，嘉兴沃尔

德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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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7,229,8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7,22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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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37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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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陈继锋先生主持。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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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出席 6 人，董事陈继锋先生、唐文林先生现场出席了本

次会议；董事田雨先生、独立董事强桂英女士、朱晓东先生、邹晓春先生以通讯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监事张宗超、韩彦茹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监
事赵今巍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周立军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李树辉
现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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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29,820 100.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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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29,820 100.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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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29,820 100.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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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29,820 100.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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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29,820 100.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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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29,820 100.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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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29,820 100.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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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29,820 100.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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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29,820 100.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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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6,540 100.00 0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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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6,540 100.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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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6,540 100.00 0 0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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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29,820 100.00 0 0 0 0

14、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2 亿平方毫米金刚石膜及 100
万把高精度刀片技术改造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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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29,820 100.00 0 0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提名张宗超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张宗超先生 46,286,600 98.00 是

2、关于提名刘春兰、孙雪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刘春兰女士 46,286,600 98.00 是

16.02 孙雪原先生 46,286,600 98.00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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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 2019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7,802,680 100.00 0 0 0 0

7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7,802,680 100.00 0 0 0 0

9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7,802,680 100.00 0 0 0 0

10

关于《北京沃尔德金刚石
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7,802,680 100.00 0 0 0 0

11

关于《北京沃尔德金刚石
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7,802,680 100.00 0 0 0 0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7,802,680 100.00 0 0 0 0

14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
建设“年产 2亿平方毫米
金刚石膜及 100 万把高
精度刀片技术改造项目”
的议案

7,802,680 100.00 0 0 0 0

15.01 张宗超先生 6,859,460 87.91 0 0 943,220 12.0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第 10、11、12、13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上述议案由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3、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第 6、7、9、10、11、12、14、15 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

了单独计票。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

关联股东名称及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议案序号 需回避表决关联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10

陈继锋、唐文林、李树辉 39,113,28011
12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振国、黄志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沃尔德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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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新药上市申请注册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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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2020 年 5 月 11 日，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下发的国家 1 类新药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以下简称
“多纳非尼”） 新药上市申请（NDA）的《受理通知书》。

由于新药的药品注册批件取得时间和结果均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

剂型 片剂

规格 0.1g

申请人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 新药申请：特殊审批程序；附加申请事项其他

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
受理。

受理号 CXHS2000010国

二、药品相关情况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是公司开发的口服多靶点、 多激酶抑制剂类小分子抗肿

瘤药物，属于 1 类新药，公司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 临床前药理学研究证实，多
纳非尼既可抑制 VEGFR、PDGFR 等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的活性， 也可直接抑制各
种 Raf 激酶，并抑制下游的 Raf/MEK/ERK 信号传导通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肿瘤
血管的形成，发挥多重抑制、多靶点阻断的抗肿瘤作用。 本次新药上市申请主要是
基于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开放、随机、平行对照、多中心
II/III 期临床研究（试验代号 ZGDH3）的结果，用于治疗晚期（无法手术或转移性）肝
细胞癌。 同时，多纳非尼治疗晚期结直肠癌和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的Ⅲ期临床
研究、多纳非尼与抗 PD-1 单抗联合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临床研究
正在进行之中。 药品其他相关信息详见《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新药上市申请受理后， 尚需经过审

评、药品临床试验现场检查、药品生产现场检查和审批等环节，该项新药的药品注
册批件取得时间和结果均具有不确定性。

上述药品获得受理通知书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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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公司内
部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四号———股权激
励信息披露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
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

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2019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4 日）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提交了查询申请，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有 2 名激励对象本人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具体如下：

序号 个人姓名 职务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 买卖方向

1 王晓玲 销售总监（负责亚太区国
际销售）

20200306 200股 买入
20200309 200股 卖出

2 冯亚亚 主管（从事技术服务） 20200408 200股 买入
20200414 200股 卖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及其他公司内部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
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
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根据上述王晓玲、冯亚亚出具的书面说明及承诺：
1、王晓玲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得到公司通知，要求上报本部门激励对象名单，

在 3 月 24 日之前，王晓玲并不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买卖公司股票完全
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与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
关，未通过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获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次
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王晓玲承诺提供的上述情况是
真实、完整、准确的，否则王晓玲自愿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 冯亚亚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公司公告本次激励计划后， 才知悉本次激励计
划相关信息。 在 4 月 15 日之前，冯亚亚并不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冯亚亚
买卖公司股票完全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与本次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未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处获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信息，不
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冯亚亚承诺提供
的上述情况是真实、完整、准确的，否则冯亚亚自愿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以上人员外， 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没有在二级市场买入或者
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存在利用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
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所有核查对象的
行为均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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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公告日（2020 年 1 月 11 日），（1）曲阜东方成长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成长”） 持有公司 3,091,8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1%；（2）曲阜东宏成长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宏成长”）持有公
司 2,891,3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2020 年 5 月 10 日期间， 东方成长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78,700 股，现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东宏成长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28,200 股， 现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方成长和东宏成长的减持时间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
尚未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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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成长 5%以下股东 3,091,800 1.21% IPO前取得：2,378,308股
其他方式取得：713,492股

东宏成长 5%以下股东 2,891,300 1.13% IPO前取得：2,224,077股
其他方式取得：667,22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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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东方成长 178,700 0.07% 2020/2/10～
2020/5/10

集中竞
价交易 10.95-11.46 1,981,658 2,913,100 1.14%

东宏成长 328,200 0.13% 2020/2/10～
2020/5/10

集中竞
价交易 10.78-11.30 3,606,338 2,563,100 1.00%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

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东方成长和东宏成长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也不会对公司治理、 持续性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在减持期间内，东方成长和东宏成长

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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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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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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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公司近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并取得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公司新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总裁倪奉尧先生，原营业执照其他
登记项目不变，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6722078217
名称：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曲阜市东宏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倪奉尧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陆佰肆拾壹万肆仟陆佰元整
成立日期：2008 年 1 月 21 日

营业期限：2008 年 1 月 21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聚乙烯（PE）管材管件、钢丝网骨架塑料（聚乙烯）复合管材管件、

PVC-O 管材管件、PVC 管材管件、耐磨复合管、3PE 防腐钢管、涂层复合钢管、聚氨
酯防腐保温管、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螺旋焊管、螺旋焊接波纹管、PPR 管材
管件、PE-RT 系列管材管件、RTP 复合管材管件的开发、 制造与销售； 管道工程安
装、维护及技术服务、智能管道系统开发与应用；PE 类树脂料、粘接树脂、3PE 胶黏
剂、耐磨料、聚乙烯涂塑粉末、环氧树脂涂塑粉末、色母料、双抗母料、阻燃母料、抗
静电母料、薄膜材料、夹克料等其他高分子功能母料的开发、制造与销售；标准件
类、钢材类、矿用设备、配件的制造、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者禁止公司经营的货物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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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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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5:30-17:15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一、说明会类型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 为加强与投资者的
深入交流，使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公司现就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
提前向广大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本次说明会将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 下午 15:30-17:15 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召开。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易贤忠先生、公司总经理 LI SHENGFENG（李胜峰）先生、董事会秘

书鱼丹女士、财务总监占先红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在 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18：00 前通过电子邮件（db@bio-

thera.com）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2、投资者也可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5:30-17:15 登陆上海证券
交易所“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会议联系人：鱼丹、李林
联系电话：020-3220 3220
传真号码：020-3220 3218
电子邮箱：db@bio-thera.com
特此公告。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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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１、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晶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５９４，５９２，９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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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７３７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晶科科技”，股票代码为“６０１７７８”。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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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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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７元 ／股，发行数量为５９４，５９２，９２２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３、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１６，２１５，９２２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８，３７７，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５９，４５８，９２２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５３５，１３４，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９０．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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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４，１５５，６８２股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２，３３４，２６０，３３０．３４元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９７８，３１８股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４，２７５，２４９．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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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３６８，４３８股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２５９，４４０，０７４．０６元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９０，４８４股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３９５，４１５．０８元
未缴纳认购款及未足额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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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新华万银多元策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３４９ ５３，９６５．１３ ０．００ １２，３４９

２ 何哨 何哨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０．００ ６，４９５

３ 廖原 廖原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０．００ ６，４９５

４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０．００ ６，４９５

５ 洪锡坚 洪锡坚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０．００ ６，４９５
６ 曾妙娟 曾妙娟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０．００ ６，４９５
７ 孙宇 孙宇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０．００ ６，４９５
８ 陈星桥 陈星桥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０．００ ６，４９５
９ 谢香镇 谢香镇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０．００ ６，４９５
１０ 贺洁 贺洁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０．００ ６，４９５
１１ 金红萍 金红萍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０．００ ６，４９５
１２ 金芝兰 金芝兰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０．００ ６，４９５
１３ 黄伟 黄伟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０．００ ６，４９５
１４ 丁丽燕 丁丽燕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２８，２８３．１５ ２３
１５ 徐海泉 徐海泉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２８，２８３．１５ ２３

１６ 江苏灵丰纺织集团
有限公司

江苏灵丰纺织集团有限公
司 ６，４９５ ２８，３８３．１５ ２７，７３３．６５ １４９

合计 １０９，７７４ ４７９，７１２．３８ ８４，２９９．９５ ９０，４８４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

务规范 》（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１４２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 》（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１４２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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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８，８０２股，包销金额为４，６７０，６６４．７４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比例为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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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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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７、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８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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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威奥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7,556.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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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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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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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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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7,556.00万
股， 全部为新股， 不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533.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022.4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14元/股。

威奥股份于2020年5月1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威奥股份”A股3,022.4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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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2,107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43,582,167,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104997%。配
号总数为143,582,167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43,582,16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青岛威奥轨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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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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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55.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6,800.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0.0473624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5月1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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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5
月1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青岛威奥轨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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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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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
5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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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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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