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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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号海赋国际大厦 A 座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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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51,22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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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018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晏志勇
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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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出席 6人，独立董事徐冬根、栾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4人，监事李江波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丁永泉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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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9,949,648,348 99.984153 504,400 0.005069 1,072,600 0.010778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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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9,949,312,348 99.980776 840,500 0.008446 1,072,500 0.010778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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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9,949,312,248 99.980775 840,500 0.008446 1,072,600 0.010779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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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9,949,312,248 99.980775 840,500 0.008446 1,072,600 0.010779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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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9,384,073,983 94.300688 621,200 0.006242 566,530,165 5.693070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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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9,384,123,283 94.301184 571,900 0.005747 566,530,165 5.693069
7、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赎回 2,000万股优先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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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4,200,383 94.301958 494,800 0.004972 566,530,165 5.693070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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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0,718,448 99.994906 504,400 0.005069 2,500 0.000025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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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0,709,448 99.994816 504,400 0.005069 11,500 0.000115
10、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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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2,550,284 93.380965 92,135,899 0.925875 566,539,165 5.693160
1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融资预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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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2,058,284 99.606410 39,166,964 0.393589 100 0.000001
1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及签署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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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773,864 97.498832 25,636,008 2.500046 11,500 0.001122
13、议案名称：关于聘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及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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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9,946,875,708 99.956290 3,275,000 0.032911 1,074,640 0.010799
1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及增

信相关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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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0,718,448 99.994906 504,400 0.005069 2,500 0.000025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决策

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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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3,240,780 99.819273 17,982,168 0.180703 2,400 0.000024
1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9 年度薪酬及 2020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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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9,865,242,293 99.135955 85,973,955 0.863953 9,100 0.000092
17、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19 年度薪酬及 2020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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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9,865,242,193 99.135954 85,973,955 0.863953 9,200 0.000093
18、议案名称：关于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

人员购买履职责任保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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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9,592,248 99.983589 562,900 0.005657 1,070,200 0.010754
1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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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9,731,955 99.984993 1,493,293 0.015006 100 0.00000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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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5,803,97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307,485,494 35.180780 0 0.000000 566,530,065 64.81922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50,784,513 99.589646 621,200 0.410288 100 0.000066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95,127,710 99.570746 410,000 0.429149 100 0.000105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55,656,803 99.621966 211,200 0.378034 0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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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458,270,007 44.690897 621,200 0.060580 566,530,165 55.248523

6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优先股股息派
发方案的议案

458,319,307 44.695705 571,900 0.055772 566,530,165 55.248523

7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赎回 2,000 万
股优先股的议案

458,396,407 44.703223 494,800 0.048253 566,530,165 55.248524

12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计划及签署日
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999,773,864 97.498832 25,636,008 2.500046 11,500 0.001122

13

关于聘请中国电力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年报审计机构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1,021,071,732 99.575819 3,275,000 0.319381 1,074,640 0.104800

16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2019 年度
薪酬及 2020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939,438,317 91.614856 85,973,955 8.384256 9,100 0.000888

18

关于为中国电力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
员购买履职责任保险的
议案

1,023,788,272 99.840739 562,900 0.054895 1,070,200 0.104366

19
关于选举中国电力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1,023,927,979 99.854363 1,493,293 0.145627 100 0.00001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在对上述议案中的第 12项议案进行表决时， 关联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李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9 日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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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连续四个交易日涨停，

股票交易价格存在较大波动。 公司现对相关风险事项说明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1、要约收购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公司珠海玖思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玖思投资”）正在以部分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要约收购报告书（修订稿）》及其摘要等相
关公告。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 6.5 元 / 股， 公司 2020 年 5 月 28 日股票收盘价格为
7.76 元 / 股。本次要约收购期限自 2020 年 5 月 27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29 日止。要约
收购期限届满后， 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不高于本次预定收购股份数 183,206,000
股，则玖思投资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收购被股东预受的股份；若预受要约股份
的数量超过 183,206,000 股，则玖思投资按照同等比例收购被股东预受的股份，余下
预受要约股份解除临时保管，不予收购。 要约收购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风险。

2、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等相
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相
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本次交易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核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
准、核准、备案或许可存在不确定性，取得相关批准、核准、备案或许可的时间也存
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连续四个交易日涨停，

股票交易价格存在较大波动。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数据，2020 年 5 月
28 日公司静态市盈率为 30.39，滚动市盈率为 45.34，公司所处房地产业静态市盈率
为 7.85，滚动市盈率为 8.16，公司市盈率指标高于行业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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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收到张光
德先生关于辞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的书面辞呈。 因工作变动原因，张光德先生向本公
司董事会请辞副总经理职务。 以上辞任即日生效。

张光德先生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之间没有不一致意见。本公司董事会感谢张

光德先生对本公司的贡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0 年 5 月 29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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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
证公函【2020】055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回
复。 鉴于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尚需进一步核实和补充完善，并需要相关中介机构出具

意见，公司预计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问询函回复。
为确保回复内容准确和完整，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 询

函,预计 2020 年 6 月 5 日前完成对问询函的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积极协调推进问询函回复相关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后续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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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自 2020 年 6 月份开始，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地区聚合 MDI 分销市
场挂牌价 14000 元 / 吨（比 5 月份价格上调 500 元 / 吨），直销市场挂牌价 14500 元
/ 吨（比 5 月份价格上调 500 元 / 吨）；纯 MDI 挂牌价 16500 元 / 吨（比 5 月份价格
上调 700 元 / 吨）。

此价格仅为公司挂牌指导价，实际成交价格与挂牌指导价存在差异，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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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吉林省东秀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秀商贸”）系公司控股股东柴琇女士实际控制的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后，东秀商贸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从 0.00%增加至

1.29%，公司控股股东柴琇女士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从 18.59%增加至 19.88%。
2020年 5月 28日，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东秀商贸的通知，其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受让兴业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兴业信托·广泽股份 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所持公司股份 5,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东秀商贸为公司控股股东柴琇女士所控制的企业，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柴
琇女士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81,383,6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88%。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名称 吉林省东秀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 长春市绿园区西安大路 4388号吉林省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产权楼 102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5月 28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0/5/28 人民币普通股 5,280,000 1.29
合计 - 人民币普通股 5,280,000 1.29

备注：
1、东秀商贸为公司控股股东柴琇女士所控制的企业，其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2、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本次权益变动外无前次权益变动。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4、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数量（股） 本次变动前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东秀商贸 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5,280,000 1.29%
柴琇 无限售条件股份 76,103,632 18.59% 76,103,632 18.59%
合计 - 76,103,632 18.59% 81,383,632 19.88%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增持，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东秀商贸自有资金；除根据公司于 2020年 3 月 25 日已披露的《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认购公司股份外，柴琇女士自本

次增持行为发生之日起 6个月内无其他增持计划。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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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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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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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份中国地区 MDI 价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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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一次 A 股类别股
东大会、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交建回购 H 股股份的议案》
（简称回购议案）。回购期限为：回购议案通过后至第一个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回购价格
为：回购将分批次实施，回购价格不得高出各次实际回购日前 5 个交易日平均收市价的
5%，且不超过实施阶段每股净资产价格的 70%，实施回购时，根据市场和本公司实际情况
确定具体回购价格。

上述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97）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

根据回购议案，并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已发行债券相关发行文件的规定，本公
司已通知债权人有关建议回购股份的决议案，并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不要求公司 / 发行人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2020 年 5 月 28 日本
公司进行了首次回购 H 股股份， 本阶段回购期限为 2020 年 5 月 28 日至 2020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

公司本阶段回购 H 股股份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下：

交易日 回购股份
数目（股） 回购方式

每股股价
付出最高价
（港币）

每股股价
付出最低价
（港币）

付出总额（港币，
不含佣金等）

2020年
5月 28日 3,000,000 集中竞价 4.84 4.77 14,408,100

本次回购股份占本次回购前 H股的百分比（%） 0.0678

本次回购股份占本次回购前总股本的百分比（%） 0.0185

交易日前总股本 16,174,735,425 股 （包括 4,427,500,000 股 H 股，
11,747,235,425股 A股）

交易日后总股本 16,174,735,425 股 （包括 4,427,500,000 股 H 股，
11,747,235,425股 A股）

自回购议案通过日起至交易日为止在香港联交所
回购 H股的股份数目（股） 3,000,000

自回购议案通过日起至交易日为止在香港联交所
回购的股份占回购议案通过时 H股的百分比（%） 0.0678

2020 年 6 月 9 日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延长中国交建回购 H 股股份
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通过后公司将继续择机实施， 从而加强
公司股权市值管理，提升市场形象，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 同时，根据回购
议案，公司可按董事会决定的任何价格回购本公司股份，但须遵守上市规则的适用
规定。 公司不保证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或价格，亦不保证公司会否回购更多股份。
因此，股东及投资者于买卖公司股份时，务须审慎行事。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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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 H 股股份进展的自愿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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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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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三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７，８８８．７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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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９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

经发行人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新股７，８８８．７０万股。 本次发行将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８日（Ｔ日）分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和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实施。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确定的发行价格为７．０５元 ／股，对应的２０１９
年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２．９７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２０１９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高于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２０１９年平均静态市盈率及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分类代码：Ｃ２６）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１８．５２倍（截至２０２０
年５月１３日），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
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２０１４］４号）等相关规定，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和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 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提
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原定于２０２０年５月
１８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８日，并推迟刊登《杭州聚合顺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发行人、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一、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和缴款、弃

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１、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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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５元 ／股。

投资者请按７．０５元 ／股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８日（Ｔ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
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２０２０年６月８日（Ｔ日），其中，
网下申购时间为９：３０－１５：００，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报价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
剔除部分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１０％（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
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低于１０％）。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
购。

３、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４、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聚合顺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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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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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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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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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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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管理细则》的要求，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
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一种情形的，协会将其列入黑
名单六个月；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
条和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单种情形两次（含）以上或两种情形以上，协会将其列入
黑名单十二个月；网下投资者所属的配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首次出现《业务规
范》第四十五条第（九）项“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第四十六条第（二）项“未
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情形，未造成明显不良后果，且及时整改，并于项目发行上
市后十个工作日内主动提交整改报告的，可免予一次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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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
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
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请投资者关
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披露于上交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
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
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
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四、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
的投资风险。

五、本次发行价格为７．０５元 ／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合
理性。

１、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分类代码：Ｃ２６）。 截止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分类代码：Ｃ２６）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１８．５２倍。 发行
人与ＳＴ华鼎、美达股份、神马股份、台华新材４家上市公司业务具有一定相似度。 以
２０１９年每股收益及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３日（含当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均价计算，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１９年静态市盈率均值为２０．０５倍（因ＳＴ华鼎及美达股份２０１９年每股收益为负，不纳
入可比上市公司２０１９年静态市盈率算术平均数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７．０５元 ／股对应发行人２０１９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净利润
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２．９７倍， 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２０１９年平均静态市盈率及行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
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有关本次定价的具体分析请
见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刊登的《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
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中“一、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依据”。

２、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
报价情况详见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上交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３、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
实认购意愿报价，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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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
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４、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
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
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
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六、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计划所需募集资金投资额为５０，６３８．４８万元。 按本
次发行价格７．０５元 ／股，发行人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５５，６１５．３４万元，扣除预计发行费
用４，９７６．８６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５０，６３８．４８万元，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
净资产规模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七、本次发行申购，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
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八、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
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返还给参与申购的投资者。

九、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份。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
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说明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
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十、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
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２、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

的；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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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５、中国证监会责令中止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

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本特别风险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提示和建议投
资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根据自身经济实力、投资经验、风
险和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