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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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66,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92%。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5 月 29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1）公司以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

增股份，转增比例为流通股每 10 股获转增 5 股；
（2）在上述对价安排的同时，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自身原持有的 10,943,726 股，作为对价

安排送给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送 0.9 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2006 年 6 月 28 日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表决通过。
3、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 2006 年 9 月 27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 公司股票于 2006 年 9 月

28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珠海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

监
督管理委员

会

除《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法定承诺
外,特殊承诺如下：

a、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如
果出现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因质押、冻结
或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情形，力合
创投、珠海国资委将按照 8：2的比例先
行代为垫付；b、对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
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实施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力合创投、珠海
国资委将按照 8：2 的比例先行代为垫
付。

珠海国资委还承诺：珠海经济特区
华骏达企业公司持有本公司 1,768,000
股非流通股股份所涉及的对价安排将
由珠海国资委支付。

1、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2、严格履行追加承诺。 实施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242 家非
流通股股东中 59 家非流通股股东
未明确表示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1 家非流通股股东因其股份质
押、冻结无法执行对价的股份。 力
合创投、珠海国资委垫付了其他非
流通股股东因质押、冻结或其他原
因无法执行对价的股份以及未明
确表示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
非流通股股东应该执行对价的股
份，力合创投、珠海国资委按比例
分别垫付了 612,746 股和 153,187
股。

2

力合科创集团有
限公司（原深圳
力合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3 蔡日强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法定承诺；
无追加承诺。

经司法裁决，蔡日强受让原限售法
人单位“珠海市会计师事务所”所
持股份，并完成偿还垫付对价手
续，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9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66,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92%；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备
注

1 蔡日强 61,830 61,830 0.0179% 0

2
珠海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894 894 0.0003% 0

3 力合科创集团
有限公司 3,576 3,576 0.0010% 0

合计 66,300 66,300 0.0192%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

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4,470 0.00% -4,470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158,594 0.34% 1,158,594 0.34%

4、境内自然人持股 61,830 0.02% -61,830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224,894 0.36% -66,300 1,158,594 0.3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343,483,446 99.64% 66,300 343,549,746 99.66%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43,483,446 99.64% 66,300 343,549,746 99.66%

三、股份总数 344,708,340 100.00% 344,708,340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1 蔡日强 0 0% 0 0% 61,830 0.0179%

注 12
珠海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34,665,162 10.06% 34,801,832 10.0960% 894 0.0003%

3 力合科创集团
有限公司 52,340,779 15.18% 52,887,458 15.3427% 3,576 0.0010%

合计 87,005,941 25.24% 87,689,290 25.4387% 66,300 0.0192%

注 1：经司法裁决，蔡日强受让限售法人单位“珠海市会计师事务所”所持股份，并向力合
科创集团有限公司偿还对价 3,576 股， 向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偿还对价
894 股。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1 2007年 9月 27日 169 85,706,062 24.86

2 2007年 12月 28日 17 2,512,757 0.729

3 2008年 8月 12日 6 4,766,716 1.39

4 2008年 10月 14日 3 26,591,422 7.71

5 2009年 4月 25日 3 112,889 0.0327

6 2009年 11月 6日 20 2,169,674 0.6294

7 2010年 2月 9日 1 26,212,256 7.6042

8 2010年 9月 3日 5 763,104 0.22

9 2012年 3月 13日 312 397,772 0.12

10 2014年 1月 3日 59 225,160 0.0653

11 2015年 5月 29日 3 133,965 0.0389

12 2015年 9月 25日 3 552,500 0.1603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申请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的行为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以及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
是 √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 √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年 28 日

证券代码：000532 证券简称：华金资本 公告编号：2020-019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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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收购陕西博华医药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陕西盘龙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股份”）以现金交易方
式收购自然人张卫杰持有的陕西博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51%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权收购概述
2020年 5月 9日医药股份与自然人张卫杰签署了《陕西盘龙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卫杰关于陕

西博华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医药股份拟以现金交易方式收购自然人张卫杰持有的标的
公司 51%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医药股份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2020年 5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收购陕西博华医药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同意医药股份以现金交易方式收购自然人张
卫杰持有的标的公司 51%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姓名：张卫杰
性别：男
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件号码：61272919830613****
关联关系：张卫杰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博华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37989650E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卫杰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2年 7月 2日
住 所：陕西省西安市浐灞区浐灞二路泘沱社区 F区步行街 -28号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

三类医疗器械、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
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保健用品（专控除外）、化工原料（仅限民用，危险化
学品除外）、卫生材料、化妆品、消毒产品、消毒杀虫剂、玻璃仪器、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劳保用品、医用
耗材、医疗科技产品的销售；普通货物运输；药品的咨询推广及售后服务；医药信息咨询服务；医疗器
械信息咨询服务；医药企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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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张卫杰 97.50% 张卫杰 46.50%
2 张静 2.50% 张静 2.50%
3 陕西盘龙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0 陕西盘龙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51%

合 计 100% 合 计 100%
主要财务数据：标的公司最近一年财务报表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
报字[2020]第 ZF10472号），标的公司经审计后的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13,591,629.28
负债总额 91,148,796.77
应收账款 79,059,850.8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442,832.51

项目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35,892,572.60
营业利润 126,983.23
净利润 -364,93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92,150.04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
受让方:陕西盘龙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张卫杰
标的公司:陕西博华医药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价格
转让方愿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51%股权有偿转让受让方，受让方也愿意有偿受让前述股权。本

次医药股份股权收购对标的公司的估值采用收益法为主、资产基础法为辅，相结合的方式，两者相互
映照相互补充。

基于对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及转让方的业绩承诺， 标的公司 100%股东权益对应的估值为 2,000
万元；对应 51%股东权益作价 1,020万元；该价格包含标的公司、出让方、受让方基于此次股权转让需
要缴纳的一切税费。

经交易双方协商，标的公司 51%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1,020万元。
3.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3.1业绩承诺和业绩承诺期
转让方承诺：受让方完成本次收购后，标的公司经受让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第三方中介）审计

的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三年累计净利润（与归母扣非净利润孰低者,下同）累积不得低于人

民币壹仟贰佰万元(￥12,000,000.00)，对应的 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叁佰万元(￥3,000,000.00)、肆佰万元(￥4,000,000.00)和伍佰万元(￥5,000,000.00)。 即业绩承诺和补偿
义务人为转让方，业绩承诺和补偿期间为 3年。

3.2补偿安排
（1）补偿方式
在 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根据受让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

审核意见， 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低于转让方承诺的对应年度的净利润
承诺数，转让方应当在审核意见出具之日起 30日内以向受让方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

（2）补偿时间安排
如经确认需进行现金补偿的，受让方应当在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意见出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

书面方式通知转让方关于标的公司在该期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净利润承诺数的事实及应当进
行现金补偿的金额，并要求转让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转让方应在收到受让方上述书面通知
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支付至受让方指定银行账户。

若转让方现金不足以完全支付业绩补偿价款， 则转让方应配合受让方在收到受让方上述书面通
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协助受让方完成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手续（注：以股权赔偿的
方式下）或标的公司对转让方债务的变更手续（注：以标的公司债务赔偿的方式下）。

4.股权转让及价款的支付
4.1受让方支付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的前提条件为：
（1）就本次股权转让,转让方和标的公司均已获得所有必要授权,确认取得相应的变更文件及相应

批复，并向受让方提供标的公司书面股东会决议和书面董事会决议各两份。
（2）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持股 20%以上的大股东出具承诺书，承诺对本协议项下转让方应尽

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3）如果本次股权转让需要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和 / 或第三方的同意,转让方应取得本次股权

转让所需的全部政府部门批准和 /或第三方同意。
（4）各方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所需全部文件的签署,且不存在有碍本次股权转让完成的其他重大

事项。
4.2交付时间及步骤
（1）在上述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前提条件全部满足,双方签订完本协议后,受让方、转让方应开设

共管账户,共管账户设立后受让方在十个工作日内,向该账户划入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即本次交易价款
的 50%，人民币伍佰壹拾万元(￥5,100,000.00)。 受让方划付款项时注明资金用途为“股权转让款”。

（2）受让方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到达双方共管账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标的公司应当将公司股东
名册中股东名称变更为受让方,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并向受让方移交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公
章、财务章、合同章、员工名册、财务报表、销售渠道等相关资料，转让方应当予以协助。

（3）受让方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到达双方共管账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标的公司应当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受让方、转让方应当予以协助。工商变更登记结束后，双方共同将共管账户中的第一笔股权
转让价款转入转让方账户。

（4）后续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若转让方已完成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则受让方在 2020 年度审计
报告出具后十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第二笔价款，即剩余 50%交易价款，转入转让方账户。

5.本协议签署后至本次收购相关的股权全部完成过户前,转让方、标的公司承诺如下:
5.1转让方应协助受让方负责标的公司的日常经营,且应确保标的公司正常运行,不会因非正常经

营原因增加标的公司的债务或风险。
5.2未经受让方书面同意,不会擅自采取任何方式处置标的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资产,该处置包括质

押、抵押、担保、租赁、承包、转让或者赠予等方式。如确需处置则事先应书面通知受让方并获得受让方
书面同意。

5.3标的公司持有其现有资产以及开展现行主要业务所需的全部执照、批文、同意、资格、授权和
许可,且不会出现重大不利变动或涉及潜在重大不利变动。

5.4 未经受让方书面同意，不得进行任何与标的公司股权有关的变动(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减资、
股权转让、股权拆分等),亦不得对标的公司管理层组成人员进行调整或对标的公司员工进行突击加薪
或设定新的股权激励措施。

5.5标的公司应保持现有营销政策及差旅等所有费用相关制度的稳定性,未经受让方书面同意,不
得对该类政策和制度进行调整。

五、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收购的目的
本次股权收购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一体两翼”布局，扩大医药股份现有的配送网络，提

升医药股份配送的体量和市场份额，同时为公司输入优秀的医药商业和医药零售人才队伍。
2.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相关业务、企业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市场竞争、资质许可、宏观政策等方面风

险。如果出现相关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加强风险管
控，适当化解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产生影响。 本次交易完

成后，医药股份将持有陕西博华医药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标的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巩固及深化公司现有的产业布局，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积极意义。

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
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陕西盘龙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卫杰关于陕西博华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
5.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陕西博华医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F10472号）。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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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购陕西博华医药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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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以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上午 10:00 在西安市灞桥区现代纺织产业园灞柳二路 2801

号陕西盘龙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通讯结合方式进行。
3.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4.公司董事长谢晓林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收购陕西博华医药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公司收购陕西博华医药有
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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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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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以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
2. 本次会议于 2020年 5月 25日下午 14:00在西安市灞桥区现代纺织产业园灞柳二路 2801 号陕

西盘龙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以现场会议、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3．应出席监事 5 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
4．公司监事会主席罗庆水先生主持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收购陕西博华医药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公司收购陕西博华医药有
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子公司陕西盘龙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交易方式收购自然人
张卫杰持有的陕西博华医药有限公司 51%股权，是公司经过审慎考虑做出的决定，有利于巩固
及深化公司现有的产业布局，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子公司股权收购事项。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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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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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力诺”、“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３，４０８．５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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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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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华安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４０８．５０万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０４５．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３６３．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０．７８元 ／股。

浙江力诺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浙江力诺”股票１，３６３．４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Ｔ＋２
日）１６：００前，按公告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认购资金应当于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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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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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８０，３２６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１０５，９３１，９７９，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２１１，８６３，９５８个，配号起讫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１１８６３９５８。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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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７６９．６９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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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５０．００％的股票，即
１，７０４．２５万股。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４０．８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０６７．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９０％。 回拨后本次网
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４５３．１９６３９倍，中签率为０．０２８９５８６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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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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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
（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

湖南松井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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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松井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８３１号文注册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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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９９０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９９．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战略
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９９．５０万股，占发
行总数量的５．００％，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无差额，不进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３２３．３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６７．１５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１，８９０．５０万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４．４８元 ／股。 松井股份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Ｔ日）通过上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松井股份”Ａ股５６７．１５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Ｔ＋２日）披露的《湖南松井新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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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３４．４８元 ／股与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０．５０％。配售对象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０％（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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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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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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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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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Ｔ＋３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
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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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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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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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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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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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４４，２１９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１９，９４７，０１６，５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８４３２８２％。 配号
总数为３９，８９４，０３３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９，８９４，０３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湖南松井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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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３，５１７．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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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０５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到网
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３４．３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５６．２０万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０．０３７９１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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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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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

特别提示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麦科技”、“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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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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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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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5,870,000 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5,380,500 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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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9,185 股，占发行总量的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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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23,514,815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00%；网上发行
数量为 9,146,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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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60,815 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9.68 元 / 股，燕麦科技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T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燕麦科技”A 股
9,14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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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燕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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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
步获配数量，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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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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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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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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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下发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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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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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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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0 年 6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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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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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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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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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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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网上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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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845,561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31,181,199,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933178%。 配号总数为 62,362,399，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62,362,39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燕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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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4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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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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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8,315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2.0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6.45%；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412,500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8.0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4.6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398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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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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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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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5 月 28 日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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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７８５．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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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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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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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３，７８５．００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２，２７１．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１４．０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００％。

为了便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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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周五）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

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