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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议审议

的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0 年第
4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
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9:15-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 年 6 月 4 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公司年审会计师；
（5）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
8．会议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北座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全部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 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1）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关于《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6）关于《审计委员会关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 2019

年度审计工作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7）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选举华强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听取《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3. 上述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及 2020 年 5 月 20 日披露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
告。《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

议案 8 涉及选举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
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上述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
计票并对单独计票情况进行披露。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审计委员会关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从事 2019年度审计工作的评价报告》的
议案

√

7.00
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

8.00 关于选举华强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

续。
（2）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

代表人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需填好附后的《股东登记表》，通过传真或信函的方式办理登记。
2.登记时间：2020 年 6 月 9 日至 6 月 10 日
上午 8:30-12:00，下午 2:30-5:30
3.登记地点：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1）个人股东代理人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代理人须提交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人持股凭证。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锐玲、申瑾
电话：0760-89886813、0760-89889056
传真：0760-88830011（传真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电子邮箱：wurl@zpug.net、shenj@zpug.net
地址：中山市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北座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528403
6.会议费用：会期预定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2020 年第 4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股东登记表及授权委托书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85”，投票简称为“公用投

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

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 年 6 月 11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1 日上午 9:15—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
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
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 股东账户号：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登记日期：2020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如部分行使表决权请特
别注明）。

委托人名称（签章）：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姓名（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钩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审计委员会关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 2019年度审计
工作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

7.00
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选举华强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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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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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 年第 4 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文件已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会议的
董事应到 8 人，实到 8 人。会议由副董事长魏军锋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华强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李萍女士于 2020 年 5 月 6 日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缺额一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补选一名独
立董事。 同意提名华强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
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职资格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2:30 在中山市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

厦北座六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审议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向中海广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快参股公司中海广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 保障其项目资

金需求， 同意公司按持股比例向中海广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281.316 万元，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增资的相关事宜。 具体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中海广东天然气有限责任
公司增资的公告》。

审议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2020 年第 4 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华强女士简历
华强，女，1970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获得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美国东部大学（Eastern University）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3 年 2 月至
2009 年 5 月，历任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交易员，北京全聚德集团培训经理，中伦
信会计师事务所经理、合伙人，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2009 年 6 月至今，任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北京诺康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
京冶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华强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
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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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 4 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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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海广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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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投资概述
中海广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广东”）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参股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 79,530.20 万元，公司持
有中海广东 17.47%股权。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气电集团”）
持有中海广东 68.98%股权，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中能
源”）持有中海广东 13.55%股权。

因中海广东项目建设资金需要， 中海广东各股东决定按其持股比例合计向中
海广东增资 1,610.28 万元，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向中海广东增资 281.316 万元，兴
中能源增资 218.193 万元，气电集团增资 1,110.772 万元。 本次增次完成后，中海广
东的注册资本将由 79,530.20万元增加至 81,140.48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2020年 5月 19日， 公司召开 2020年第 4次临时董事会， 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中海广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海广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6934024XB
4、注册地址：中山市南朗镇贝外村京珠高速公路旁
5、法定代表人：周巍
6、注册资本：79,530.20 万元
7、成立日期：2004 年 12 月 2 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主营业务：投资天然气管道管网建设、天然气输送与销售。
10、资信情况：中海广东资信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3,161.28 201,880.24

负债总额 104,188.56 90,738.55

净资产 108,972.72 111,141.69

2019年 2020年 1-3月

营业收入 30,188.61 8,040.68

净利润 6,047.92 2,083.59

三、增资情况
1、出资方式：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2、资金来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3、本次增资及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城 增资前出资额
（注册资本）

增资前
持股比例

本次增资金
额

增资后出资
额

（注册资本）

增资后
持股比例

中海石油气电有限责任公司 54,859.93 68.98% 1,110.772 55,970.702 68.98%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3,893.93 17.47% 218.316 14,112.246 17.47%

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10,776.34 13.55% 218.193 10,994.533 13.55%

合计 79,530.20 100% 1,610.28 81,140.48 100%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海广东的股权结构不变。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为了进一步加快中海广东的发展，保障中海广东的项目资金需求，发

挥中海广东的经营效益，提升中海广东在珠三角地区的输气能力，促进中海广东建
设发展为国际一流清洁能源公司。

本次增资增强了中海广东的资本实力，保障了中海广东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有
利于中海广东的资产规模与经营发展，提升公司管输能力。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财
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备案文件
1、2020 年第 4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2019 年度审计报告（中海广东）。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人行”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17,26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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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
采用直接定价方式，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1,000 股的余股 700 股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负责包销，
其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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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7,266,700 股，发行价
格为 60.62 元 / 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17,266,000 股， 占发行总量的
99.9959%。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552332%。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
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 2020 年 5 月 20 日（T+2 日）公告
的《三人行传媒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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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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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兴业证券包销。
2、 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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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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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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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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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
获配通知。

根据《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海棠厅主持了三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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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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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4
末“5”位数 91300，71300，51300，31300，11300
末“6”位数 467154，667154，867154，267154，067154
末“7”位数 1354792，6354792
末“8”位数 80256613，30256613，98281836
末“9”位数 06565635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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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6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1,000 股三人行 A 股股票。

发行人：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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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源东谷”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5,788.0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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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长源东谷”，股票代码为“60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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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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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
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81 元 / 股，发行数
量为 5,788.05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472.8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315.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78.7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5,209.3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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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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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72,65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21,687,738.79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20,34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902,5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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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3,02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1,429,641.0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47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0,733.94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

称
初步配售

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
（股）

1
江阴澄星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江阴澄星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639 10, 102.59 0 639

2 金红萍 金红萍 639 10, 102.59 0 639
3 靳晓堂 靳晓堂 639 10, 102.59 0 639
4 聂仁和 聂仁和 639 10, 102.59 0 639
5 吴丽萍 吴丽萍 639 10, 102.59 0 639
6 赵礼敏 赵礼敏 639 10, 102.59 0 639
7 赵然笋 赵然笋 639 10, 102.59 0 639
8 胡传扬 胡传扬 639 10, 102.59 10, 102.50 1

合计 5, 112 80, 820.72 10, 102.50 4, 474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 124,815 股，包销金额为 1,973,325.15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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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3212015、010-6321207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

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视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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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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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视科技”，股票
代码为“００２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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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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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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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的发行价格为３６．８１元 ／ 股，发行数量为３，１５６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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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６０万股， 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６２．４０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３１５．６０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８４０．４０万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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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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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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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３３７，００６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０４３，０８５，１９０．８６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６６，９９４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４６６，０４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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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１，３４７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１６，００１，０８３．０７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４，６５３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７１，２７６．９３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编码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１ Ｉ０３７０１０００１ 浙江浙大大晶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大晶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２ Ｉ０５２３５０００１ 阿拉山口市雅本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阿拉山口市雅本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３ Ｉ０６４６３０００１ 宁波高斯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高斯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４ Ｐ１２３６８０００１ 殷建木 殷建木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５ Ｐ１５１８１０００１ 王伟娟 王伟娟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６ Ｐ２０３１００００１ 杨燕灵 杨燕灵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７ Ｐ２０６１９０００１ 邓滨锋 邓滨锋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８ Ｐ２５０９８０００１ 张雷 张雷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９ Ｐ２７１７６０００１ 徐仁华 徐仁华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１０ Ｐ２９７１２０００１ 吴克平 吴克平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１１ Ｐ３７５３３０００１ 徐子泉 徐子泉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１２ Ｐ４７６５２０００１ 吕圣初 吕圣初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１３ Ｐ４８５６２０００１ 徐敏 徐敏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１４ Ｐ５１２０３０００１ 张邦辉 张邦辉 １６８ ６，１８４．０８
１５ Ｐ５２４３９０００１ 胡宇航 胡宇航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１６ Ｐ５３６２３０００１ 周利杰 周利杰 ２９９ １１，００６．１９

合计 ４，６５３ １７１，２７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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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６４７股，包销金额为２，６３７，３２６．０７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
例为０．２３％。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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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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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

安徽龙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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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安徽龙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磁科技”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１，７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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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２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龙磁科技”，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８３５”。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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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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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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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元 ／股，发行数量为１，７６７万股。

３、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Ｔ＋２日）结束。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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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４４，５９７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５２，８９１，９４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５，４０３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５０８，０６０

５、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２５，４０３股，包销金额为５０８，０６０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１４％。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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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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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５１－６８１６７１５１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龙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

昆山佰奥智能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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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昆山佰奥智能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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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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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持了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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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
末“5” 位数 67613��17613
末“6” 位数 249141��749141��052705
末“7” 位数 1554293��2804293��4054293��5304293��6554293�7804293��9054293��0304293
末“8” 位数 26696667��46696667��66696667��86696667��06696667��66248345��16248345
末“9” 位数 146015290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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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2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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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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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5 月 20 日（T+2 日）公告的《昆山佰奥智能装

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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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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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