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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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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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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8,891,30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10.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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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志刚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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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出席 3 人，董事张小平先生，独立董事杨政先生、李克明

先生、汪献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张龙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陈锡龙先生、财务总监胡基荣先生列

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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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455,500 99.7563 259,800 0.1452 176,000 0.0985
2、议案名称：《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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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455,500 99.7563 259,800 0.1452 176,000 0.0985
3、议案名称：《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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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455,500 99.7563 259,800 0.1452 176,000 0.0985
4、议案名称：《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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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412,500 99.7323 302,800 0.1692 176,000 0.0985
5、议案名称：《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9�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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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362,500 99.7044 352,800 0.1972 176,000 0.0984
6、议案名称：《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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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362,500 99.7044 352,800 0.1972 176,000 0.0984
7、议案名称：《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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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362,500 99.7044 352,800 0.1972 176,000 0.0984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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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455,500 99.7563 259,800 0.1452 176,000 0.0985
9、议案名称：《关于收购梦幻工厂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 70%股权所涉及承

诺 2019 年度实现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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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412,500 99.7323 302,800 0.1692 176,000 0.098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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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362,500 99.7044 352,800 0.1972 176,000 0.0984
11、议案名称：《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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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509,500 99.7865 205,800 0.1150 176,000 0.0985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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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509,500 99.7865 205,800 0.1150 176,000 0.0985
13、议案名称：《关于梦舟股份未来三年（2020-2022）股东回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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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514,400 99.7893 146,900 0.0821 230,000 0.1286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受让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剩余 40%股权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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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744,400 99.9178 146,900 0.0822 0 0.0000
公司已就受让公司控股子公司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剩余 40%股权之相

关事项取得股东大会授权， 将在会后就该事宜尽快与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

15、议案名称：《关于影视文化板块资产整体挂牌转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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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 178,694,400 99.8899 146,900 0.0821 50,000 0.028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 7《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176,959,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403,100 72.6279 352,800 18.2618 176,000 9.1103

其 中 : 市 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
股东

1,403,100 72.6279 352,800 18.2618 176,000 9.1103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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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1,496,100 77.4418 259,800 13.4479 176,000 9.1103

2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1,496,100 77.4418 259,800 13.4479 176,000 9.1103

3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1,496,100 77.4418 259,800 13.4479 176,000 9.1103

4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453,100 75.2161 302,800 15.6736 176,000 9.1103

5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9 年
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

事项的专项说明》
1,403,100 72.6279 352,800 18.2618 176,000 9.1103

6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403,100 72.6279 352,800 18.2618 176,000 9.1103
7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403,100 72.6279 352,800 18.2618 176,000 9.1103

8 《关于预计 2020 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1,496,100 77.4418 259,800 13.4479 176,000 9.1103

9

《关于收购梦幻工厂文化传
媒（天津）有限公司 70%股
权所涉业绩承诺 2019 年度

实现情况的议案》

1,453,100 75.2161 302,800 15.6736 176,000 9.1103

10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1,403,100 72.6279 352,800 18.2618 176,000 9.1103

11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1,550,100 80.2370 205,800 10.6527 176,000 9.1103

12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550,100 80.2370 205,800 10.6527 176,000 9.1103

13
《梦舟股份未来三年

（2020-2022）股东回报规
划》

1,555,000 80.4907 146,900 7.6039 230,000 11.9054

14
《关于公司受让鑫古河金属
（无锡）有限公司剩余 40%

股权的议案》
1,785,000 92.3960 146,900 7.6040 0 0.0000

15 《关于影视文化板块资产整
体挂牌转让的议案》 1,735,000 89.8079 146,900 7.6039 50,000 2.588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均获有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喻荣虎、张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
效；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3595 证券简称：东尼电子 公告编号：2020-041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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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对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
公函【2020】058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
经对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
述信息。

一、业务经营
1、根据公司年报，公司 2016年至今金刚线产品营收规模和盈利状况大幅波动，营业

收入分别为 0.85 亿元、3.56 亿元、5.16 亿元、1.04 亿元， 毛利率分别为 47%、56.21%、
33.54%、3.08%，2019年度出现严重下滑，并大额计提金刚线业务相关大额资产减值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1）量化分析 2016 年以来金刚线产品营收规模、毛利率水平等持续波
动，特别在 2019年度突然出现大幅下滑的原因，明确关键影响因素以及后续可能对公司
业务、盈利能力造成的影响；（2）结合收入确认政策、确认时点、款项回收等情况，明确历
年是否存在跨期收入确认的问题。

2、年报显示，本年度公司主营业务由金刚线产品转向消费电子类线材产品。 本年度
消费电子板块的营收同比大幅增长 72.88%。 请公司：（1）列示公司消费电子类线材产品
的具体类别、应用领域、核心技术、历年营业收入及毛利率情况；（2）公司 2019 年度消费
电子业务板块的生产量为 74475KPCS、 销量为 66541KPCS， 分别同比大幅增长约
466.81%、389.09%，请结合该项业务对应产线及产能利用率年度变化情况，分析产销量短
期内实现大幅上涨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3、年报显示，公司前五名客户占公司年度销售额的比重约为 63.73%。 请公司分业务

板块，列示 2016年至今各业务板块前五名客户的具体名称、销售产品及金额、回款情况，
说明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主要客户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及影响，是否存在对特定客户重大
依赖的情形。

二、资产情况
4、年报显示，2019年度公司存货余额约为 1.32亿元，其中主要以原材料和库存商品

为主。 报告期内，公司计提了金刚线业务的存货跌价准备 6628.07万元。 此外，公司采用
“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请公司：（1）披露存货的主要构成项目，以及其对应金额、产品、
库龄，并说明是否存在关联采购，若存在请予以单独列示；（2）结合近三年公司主要产品
产销量的变化情况，说明与公司存货的变动情况是否匹配，并结合减值情况，明确是否符
合“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3）列示公司近三年来金刚线业务主要采购对象和金额，本次
计提减值准备的存货项目涉及的采购对象、金额和采购时点，上述交易是否属于关联采
购；（4）本次存货减值测试的方法及过程，并结合对剩余金刚线业务相关存货减值迹象的
判断，说明计提金额是否准确、恰当，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5、年报显示，公司 2019年度固定资产余额约 5.11亿元，其中计提了金刚线业务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约 1.17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列示近三年来公司各业务板块对应的
固定资产配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产能、投资总额、产生的收入、使用状态、原值和净值
等，论证与产出、收益的匹配性，说明金刚线产品和消费类电子线材产品近年来的产能利
用率变化情况；（2）列示公司近三年来金刚线产品主要固定资产建设的主要采购方，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是否计提了减值准备及对应金额；（3）说明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测
试的方法及过程，较大额计提减值的原因，同时结合后续业务规划和相关固定资产处置
计划，明确说明计提金额是否充分、准确、恰当，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4）公司剩余固
定资产尤其是金刚线产品的情况，包括资产类别、账面价值等，并说明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以及后续处置准备。

6、2017年、2018年、2019年，公司预付款余额约分别约为 7900万元、3400 万元、1100

万元，其中 2019年度计提预付款减值准备约 635.34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近三年来公司
主要预付款项的交易对方、预付金额、交易背景、产品实际交付情况、款项减值情况和原
因，说明预付对象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关联关系。

7、根据公司 2018 年年报，公司 2018 年净利润同比已下滑 33.44%，金刚线产品的毛
利率已大幅下滑 22.67%。 请公司补充披露此前年度固定资产、存货、预付款减值测试的
情况，说明以前年度是否已出现减值迹象，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足、一次性计提以进行利
润跨期调整的情形。

8、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在建工程金额约为 3.04 亿元，同比增长约 165.75%；在建
工程项目 " 二期厂房工程 " 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约 98.96%， 但转固金额仅约为 330 万
元。 同期，公司 201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约 3.14亿元，计划用于募投项目 " 年产 3 亿
片无线充电材料及器件项目 "，项目仍在进行中。 请公司补充披露：（1）在建工程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对应项目及产品、投建时间、建设进度、预计完工时间、已投入金
额、投入资金来源、形成资产情况；（2）对于在建工程投入占预算比重较高，但转固金额较
低的情况，明确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在建工程项目涉及的具体业务，说明减值测试的
具体情况，明确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9、 公司 2017年首发上市募集资金约 3 亿元用于建设金刚石切割线项目，2018 年 1
月该募投项目已结项。 2019年度，公司计提金刚线产品相关资产的大额资产减值。 请公
司补充披露：（1）列示公司首发募集资金的具体投向、投入金额、形成的资产、账面价值变
动情况；（2）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中是否包括首发募集资金形成的资产，若包括则说明公
司上市不到三年即大额计提该部分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3） 公司前期募投项目设计论
证情况，是否对该项目可能面临的市场前景变化等风险进行了审慎评估，公司管理层、保
荐机构等是否做到了勤勉尽责。 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三、其他财务信息
10、年报显示，公司 2019年度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约为 3.25亿元，占营收的比重约为

49.17%，同比增长约 35.67%，同期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出现大幅下滑。请公司：（1）分业
务板块列示各板块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的客户名称、对应的金额、账龄，说明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2）说明公司应收账款余额明显增长的原因，论证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在规模、
增速、比重方面的匹配性，说明收入确认的准确性，以及款项是否存在回收风险。

11、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约为 4.5 亿元，同比增
长约 12.16%；同期，公司营收大幅下滑约 24.26%。 请公司说明在营收、净利润双下滑的情
况下，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流量同比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12、年报显示，公司 2018 年、2019 年的研发费用较高，分别为 5200 万元、4500 万元，
均为费用化无资本化。请公司补充披露近两年研发费用对应的具体项目、投入金额、实施
进展、形成的成果及与公司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会计处理依据。

13、年报显示，2019年度公司账面交易性金融资产约为 1.1 亿元，其他流动资产约为
8000万元，其他非流动资产约为 8600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资产的具体组成内容、
形成原因、分类依据、资金投向、风险评估情况以及相应的会计处理依据。

14、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上述事项逐项发表意见。 请公司会计师
就上述事项逐项发表意见。

对于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
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20 年 6 月 3 日之前，回复上述事项并予
以披露。 ”

公司正积极组织有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及时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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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璞泰转债”2020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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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法律责任 。
● 前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璞泰转债”债券信用等级为“AA”。
● 本次跟踪评级结果：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
定”；“璞泰转债”债券信用等级为“AA”。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中证鹏元资信评
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对公司及公司 2020 年 1 月 2 日公开发行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璞泰转债”，债券代码：113562）进行了跟踪评

级。

公司前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前次评级展望为“稳定”；“璞泰转债”前
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3 日。

中证鹏元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出具了《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
定”；维持“璞泰转债”债券信用等级为“AA”。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8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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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福达股份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36）。 因公告编制人员工作疏忽，其中部分内容有误，具体公告内容更
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为：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了持续督导关系，并由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承接原保荐机构尚未完成
的持续督导工作。

更正公告内容为：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了持续督导关系，并
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承接原保荐机构尚未完
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除以上，没有其他需要更正的地方。
因公告错误，在此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3602 证券简称：纵横通信 公告编号：2020-033
转债代码：113573 转债简称：纵横转债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暨“纵横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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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纵

横转债”）尚未进入转股期。
一、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基本情况
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

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元（含税），每 10 股以公积金转增 3 股，
不送红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于 2020 年 6 月 2 日刊登《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并同时刊登《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及转增
股本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将依据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
及相关规定对纵横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电话：0571-87672346
传真：0571-88867068
电子邮箱：zqb@freelynet.com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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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0
年5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
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
网，网址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佰奥智能
（二）股票代码：300836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9,255,72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2,313,930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新增

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昆山市玉山镇紫竹路1689号6号房
联系人：朱莉华
电话：0512-33326888
传真：0512-36830728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52523077、52523078
传真：021-5252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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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特别提示
1、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三峰环境”）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78,2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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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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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峰环境”，股票代码为“60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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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78,2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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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788,000 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3,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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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26,000 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40,4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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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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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578,227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322,715,072.68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863,773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908,207.32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248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505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

行公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
了申购款。 另有 11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
份数量 38,673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264,523.32 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7,787,327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58,465,316.68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38,673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64,5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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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平 张建平 3, 563 24, 370.92 0 3, 563

2
江阴澄星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江阴澄星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3, 563 24, 370.92 0 3, 563

3 沈冬梅 沈冬梅 3, 563 24, 370.92 0 3, 563
4 高炎康 高炎康 3, 563 24, 370.92 0 3, 563
5 吴学亮 吴学亮 3, 563 24, 370.92 0 3, 563
6 李克俭 李克俭 3, 563 24, 370.92 0 3, 563
7 朱新爱 朱新爱 3, 563 24, 370.92 0 3, 563

8 上海富林投
资有限公司

上海富林投资
有限公司 3, 563 24, 370.92 0 3, 563

9 有研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有研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3, 563 24, 370.92 0 3, 563

10 陈丽红 陈丽红 3, 563 24, 370.92 0 3, 563
11 胡小红 胡小红 3, 563 24, 370.92 3, 563.00 3, 043

合计 39, 193 268, 080.12 3, 563.00 38,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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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446 股，包
销金额为 6,172,730.64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4%。

2020 年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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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7 日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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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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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
证券”、“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宇新股份”，股票代码为“00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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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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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9元/股，发行数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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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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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5月2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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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9,17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1,016,912,548.29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76,82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3,072,3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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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1,22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113,220,807.7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2,77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110,8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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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数量
（股）

未足额缴款金
额（元）

1 肖大波 肖大波 231 9,237.69
2 刘希平 刘希平 231 9,237.69
3 陈钦徽 陈钦徽 231 9,237.69
4 施宝健 施宝健 231 9,237.69
5 许俊杰 许俊杰 231 9,237.69
6 陈钦武 陈钦武 231 9,237.69
7 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231 9,237.69
8 周卫华 周卫华 231 9,237.69
9 韩旭 韩旭 231 9,237.69
10 张仁华 张仁华 231 9,237.69
11 曹荣吉 曹荣吉 231 9,237.69
12 常熟市铝箔厂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铝箔厂有限责任公司 231 9,237.69

合计 2,772 110,852.28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79,601股，包销金额为3,183,243.99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8%。
2020年5月27日（T+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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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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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安

信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3321320、010-8332132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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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