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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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9 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实施
的分派方案与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7,027,5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23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107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46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23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5 月 29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5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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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96 道恩集团有限公司
2 02*****625 韩丽梅
3 02*****112 蒿文朋
4 02*****951 田洪池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20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8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山东省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业园区 山东道恩高分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王有庆、左义娜
咨询电话：0535-8866557
传真电话：0535-8831026
电子邮箱：wang.youqing@chinadawn.cn
六、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

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838 证券简称 :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7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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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上
午 9:30 在公司 1212 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9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潘呈恭先生主持，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子公司重庆三圣投资有限公司与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

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为公司与三峡银行自 2017 年 5 月 19 日至 2023 年 5 月
13 日间产生的借款、 商业汇票承兑合同业务提供担保， 担保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46,50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742 证券简称：三圣股份 公告编号：2020-34 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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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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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
其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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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1

日 9:30－11:30，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1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截止 2020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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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股东（B 股的最后交易日为
2020 年 5 月 12 日）。

（三）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 A 座 38 楼公司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张良董事长。
（七） 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上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关于公
司计提 2019 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第七届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
告”、“第八届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会议出席情况
1.� 现场和网络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投票表决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
人（人数） 13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701,552,976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56.7757%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 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理人（人数） 7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700,717,559
占公司 A股股份的比例 70.8372%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 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 B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理人（人数） 6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835,417
占公司 B股股份的比例 0.339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2.参加现场会议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总数（人数） 8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701,471,276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56.769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 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理人（人数） 2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700,635,859
占公司 A股股份的比例 70.828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 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B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理人（人数） 6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835,417
占公司 B股股份的比例 0.3390%

3.网络投票情况

3.�网络投票的总体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
数） 5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81,7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066%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 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
数） 5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81,700
占公司 A股股份的比例 0.0083%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 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 B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
数） 0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0
占公司 B股股份的比例 0.0000%

4.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4.�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理人总数（人数） 10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808,217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6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
数） 5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726,517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588%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
数） 5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81,7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066%

（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 经投票表决，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
票默认弃

权

股数： 701,503,076 99.9929% 股数： 49,900 0.0071% 股数： 0 0.0000% 0
其中 A
股： 700,667,659 99.9929% 其中 A

股： 49,900 0.0071% 其中 A
股： 0 0.0000% 0

其中 B
股： 835,417 10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758,317 0.108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49,900 0.007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758,317 93.8259%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49,900 6.1741%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0 0.0000% 0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
票默认弃

权

股数： 701,503,076 99.9929% 股数： 49,900 0.0071% 股数： 0 0.0000% 0
其中 A
股： 700,667,659 99.9929% 其中 A

股： 49,900 0.0071% 其中 A
股： 0 0.0000% 0

其中 B
股： 835,417 10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758,317 0.108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49,900 0.007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758,317 93.8259%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49,900 6.1741%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0 0.0000% 0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
票默认弃

权

股数： 701,503,076 99.9929% 股数： 49,900 0.0071% 股数： 0 0.0000% 0
其中 A
股： 700,667,659 99.9929% 其中 A

股： 49,900 0.0071% 其中 A
股： 0 0.0000% 0

其中 B
股： 835,417 10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758,317 0.108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49,900 0.007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758,317 93.8259%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49,900 6.1741%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0 0.0000% 0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
票默认弃

权

股数： 701,503,076 99.9929% 股数： 49,900 0.0071% 股数： 0 0.0000% 0
其中 A
股： 700,667,659 99.9929% 其中 A

股： 49,900 0.0071% 其中 A
股： 0 0.0000% 0

其中 B
股： 835,417 10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758,317 0.108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49,900 0.007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758,317 93.8259%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49,900 6.1741%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0 0.0000% 0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
票默认弃

权

股数： 701,503,076 99.9929% 股数： 49,900 0.0071% 股数： 0 0.0000% 0
其中 A
股： 700,667,659 99.9929% 其中 A

股： 49,900 0.0071% 其中 A
股： 0 0.0000% 0

其中 B
股： 835,417 10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758,317 0.108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49,900 0.007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758,317 93.8259%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49,900 6.1741%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0 0.0000% 0

（六）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
票默认弃

权

股数： 701,503,076 99.9929% 股数： 49,900 0.0071% 股数： 0 0.0000% 0
其中 A
股： 700,667,659 99.9929% 其中 A

股： 49,900 0.0071% 其中 A
股： 0 0.0000% 0

其中 B
股： 835,417 10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758,317 0.108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49,900 0.007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758,317 93.8259%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49,900 6.1741%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0 0.0000% 0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
会议相
应股份
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
票默认弃

权

股数： 700,776,559 99.8893% 股数： 776,417 0.1107% 股数： 0 0.0000% 0
其中 A
股： 700,667,659 99.9929% 其中 A

股： 49,900 0.0071% 其中 A
股： 0 0.0000% 0

其中 B
股： 108,900 13.0354% 其中 B

股： 726,517 86.9646% 其中 B
股：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31,800 0.0045%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776,417 0.1107%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31,800 3.9346%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776,417 96.0654%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0 0.0000% 0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2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
票默认弃

权

股数： 701,503,076 99.9929% 股数： 49,900 0.0071% 股数： 0 0.0000% 0
其中 A
股： 700,667,659 99.9929% 其中 A

股： 49,900 0.0071% 其中 A
股： 0 0.0000% 0

其中 B
股： 835,417 10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其中 B
股：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758,317 0.108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49,900 0.0071%
小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0 0.0000% 0

小于 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758,317 93.8259%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49,900 6.1741%

小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0 0.000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刘方誉、苏悦羚。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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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五次（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全文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 、深赛格 B 公告编号：2020-044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五次（2019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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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3：45 在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56 号两江天地 1 单元 10 楼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送

达方式发给各位董事。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 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其中董事宋金松先生、范晶先生、孙建先生、
任甄华先生、毛润先生、郝颖先生、王洪先生和唐学锋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其
余董事出席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宋金松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提前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提前披露 2019 年经审计
年度报告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回避 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0-017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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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4：30 在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56 号两江天地 1 单元 10 楼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送达

方式发给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4 人，实际出席监事 4 人，其中监事胡继
东先生、郑晓东先生和徐伟钰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其余监事出席现场会议。 会议
由胡继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提前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提前披露 2019 年经审计
年度报告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4 票，回避 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0-018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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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提前披露日期：2020 年 5 月 29 日
?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原预计披露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受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天健会所”）审计工作进展顺利，预计将提前完成相关审计工作。 为及时公开公

司年度报告等信息， 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披露的日期由原预约的 2020 年 6
月 30 日变更为 2020 年 5 月 29 日。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议案》，同意公司提
前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

二、提前披露说明
根据最新的审计工作进展，随着疫情的逐步解除，银行、相关医院药剂科和财务

科人员已陆续复工，经持续跟踪，回函催收及回函核实等工作均已完成。 因前期疫
情所影响的公司应收账款、营业收入、银行存款、短期借款等财务报表重要科目影
响因素已消除。 截止目前， 天健会所 2019 年度审计工作稳步推进中， 公司预计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前完成并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

三、风险提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披露日期已提前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请及时阅读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信息。
四、报备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0-019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

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马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１４１．９１５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７８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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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１４１．９１５０万
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１０７．０９５８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０７．０９５８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
量的５％，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不存在差额。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４２４．５１９２万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１％；网上发行数量为６１０．３０００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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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２，０３４．８１９２万股。 网下、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５．１２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Ｔ日）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德马科技”Ａ股６１０．３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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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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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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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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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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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网下限售账户将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Ｔ＋３日）通过摇号
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
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
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
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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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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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
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７９２，８９１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２，１３３，１６４．５０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８６１００８％。 配号
总数为４２，６６３，２９０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４２，６６３，２８９。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４９５．２７倍，超过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２０３．５０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２１．０１９２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１３．８０００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９．９９％。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０．０３８１４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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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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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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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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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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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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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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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 2,834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700.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33.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40%。

发行人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宇
新股份”A股 1,133.6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方面的相
关规定，并于 2020年 5月 2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5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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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5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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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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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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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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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531,107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00,981,715,000 股，配号总
数为 201,963,430个，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0196343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湖南宇新能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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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8.05531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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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83.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2,550.6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252580381%，有效申购倍数为 3,959.13569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0年 5月 22日（T+1日） 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3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年 5月 25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