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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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
每股转增股份 0.2 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
日

Ａ股 2020/6/9 － 2020/6/10 2020/6/11 2020/6/10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89,180,000 股为基数， 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2 股，共计派发现金
红利 44,590,000 元，转增 17,836,000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07,016,000 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9 － 2020/6/10 2020/6/11 2020/6/10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
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钱鹏鹤、张栋、宁波移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股份的现金红

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
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
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待其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对个人持有的
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本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
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
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45 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
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45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
（“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
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45 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的相关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
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

（6） 本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为公司股本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
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66,880,000 13,376,000 80,256,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22,300,000 4,460,000 26,760,000
1、 A股 22,300,000 4,460,000 26,760,000
三、股份总数 89,180,000 17,836,000 107,016,0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 107,016,000 股摊薄计算的 2019 年度每股收益

为 1.38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1086236
特此公告。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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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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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0 年 6 月 9 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0 年 6 月 10 日
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0 年 6 月 10 日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公开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文灿转债”）将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开始支付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2020 年 6 月 9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文灿转债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文灿转债
（三）债券代码：113537
（四）债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五）发行总额：人民币 8.00 亿元
（六）发行数量：800 万张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

发行。
（八）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即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2025 年 6 月 9 日。
（九）债券利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具体为第一年 0.50%、第二年 0.80%、

第三年 1.20%、第四年 2.00%、第五年 2.50%、第六年 3.50%。
（十）到期赎回条款：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 5 个交易日内，公司将

按债券面值 115%（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十一）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

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付息日：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

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
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
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
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
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承
担。

（十二）初始转股价格：19.93 元/股
（十三）最新转股价格：19.78 元/股（公司因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募集说

明书》规定，自 2020 年 5 月 13 日开始，转股价格调整为 19.78 元/股）
（十四） 转股起止日期：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

（2019 年 6 月 14 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2019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5 年 6 月 9 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十五）信用评级：AA-
（十六）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十七）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十八）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付息为文灿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2020 年 6 月 9 日。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0.50%（含税）， 即每张面
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0.50 元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一）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0 年 6 月 9 日
（二）可转债除息日：2020 年 6 月 10 日
（三）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0 年 6 月 10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20 年 6 月 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文灿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公司已与中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登上

海分公司进行可转债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可转债兑息资金划入中登上
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息服
务，后续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
在本期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可转债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
银行账户。

（二）中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可转债利息划付给相应
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可
转债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
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0.50 元人民币（税前），
实际派发利息为 0.40 元（税后）。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
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
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
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 0.50 元人民币（含税）。

（三）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2018 年 11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债
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 号）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
起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
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
债券本次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人
民币 0.50 元（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
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里和公路东侧（白蒙桥）地段
联系人：张璟
联系电话：0757-8512148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B 座 22 层
联系人：张星明
联系电话：0755-23953869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特此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中冶 ”、“本公司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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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简要内容：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五

冶）、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十九冶）和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十七冶）拟以各自的医院资产作价出资，向通用五矿医院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五矿医院）增资。 其中，中国五冶增资金额为 6,533.95 万元，
中国十九冶增资金额 7,342.55 万元，中国十七冶增资金额 3,631.17 万元。

●通用五矿医院原股东五矿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资产公司）、
五矿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创新投资），以及新股东五矿（邯郸）房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郸房产公司）为公司关联方，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
关联交易为止，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五矿资产公司、五矿创
新投资、邯郸房产公司发生其他非日常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概述
为落实医疗机构改制的相关工作，公司下属中国五冶、中国十七冶和中国十九冶

拟以各自的医院资产作价出资， 向通用五矿医院增资。 其中， 中国五冶增资金额为
6,533.95 万元，中国十九冶增资金额 7,342.55 万元，中国十七冶增资金额 3,631.17 万
元。 增资后，中国五冶、中国十九冶和中国十七冶成为通用五矿医院的新股东，相应减
少五矿资产公司持股比例， 通用五矿医院其他股东以现金增资方式维持各自持股比
例不变。

2、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3、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五矿资
产公司、五矿创新投资、邯郸房产公司发生其他非日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五矿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五矿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朱海涛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
成立时间：1984 年 8 月 31 日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管理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与咨询

服务；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医疗及康养服务产业投资与管理；教育培训产业投资与管
理；新能源产业投资与管理；环保产业投资与管理；文化产业投资与管理；受托资产管
理（不含保险、证券和银行业务）；物业管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酒店管理；销售建筑
材料（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金属材料、五金交电（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不含电动自
行车）、机械设备、文化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医疗器械Ⅰ、Ⅱ；出
租商业用房；房地产经纪业务；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乘用车）；机械设备租赁（不含
汽车租赁）；保险经纪业务；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住宿（限分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
（限分支机构经营）。（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
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餐饮服务、住宿、保险经纪业务、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五矿资产公司由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100%持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五矿资产公司资产总额 117,686.34 万元， 所有者权益

93,204.24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5,689.07 万元，净利润 1,756.12 万元。
2、关联关系
五矿资产公司受中国五矿控制，为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所控制的企业，构成本

公司的关联方。
（二）五矿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五矿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熊小兵
注册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5 号 201-01
成立时间：2017 年 8 月 17 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
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五矿创新投资由中国五矿 100%持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五矿创新投资资产总额 135,775.91 万元， 所有者权益

134,473.7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16.72 万元，净利润 918.09 万元。
2、关联关系
五矿创新投资受中国五矿控制，为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所控制的企业，构成本

公司的关联方。
（三）五矿（邯郸）房产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五矿（邯郸）房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立宪
注册地点：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朝阳路 88 号
成立时间：2011 年 6 月 15 日
经营范围：本企业资产管理、物业服务、房屋及设施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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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房产公司由五矿资产公司 100%持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邯郸房产公司资产总额 3,681.43 万元， 所有者权益-

6,284.4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799.63 万元，净利润-1,524.11 万元。
2、关联关系
邯郸房产公司受中国五矿控制，为间接控制本公司的法人所控制的企业，构成本

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通用五矿医院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彭佳虹
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6 号 7 层 710-711 室
成立时间：2019 年 3 月 25 日
经营范围：零售药品；医院管理（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健康管理（须经审批

的诊疗活动除外）；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居家养老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零售药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通用五矿医院资产总额 58.08 万元，所有者权益-51.64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151.64 万元。

增资前后，通用五矿医院各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
号 股东

增资前（万元） 增资后（万元）
备注

认缴出资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 持股比例（%）

1
通用环球医院投
资管理（天津）有
限公司

460 46 38,962.04 46.00 货币

2
中信资本股权投
资（天津）股份有
限公司

100 10 8,470.01 10.00 货币

3 五矿创新投资 50 5 4,235 5.00 货币
4 五矿资产公司 390 39 11,614.25 13.71

以实物出资，
合 计 持 股
39%

5 邯郸房产公司 - - 3,911.11 4.62
6 中国五冶 - - 6,533.95 7.71
7 中国十九冶 - - 7,342.55 8.67
8 中国十七冶 - - 3,631.17 4.29

合计 1,000 100% 84,700.08 100%
2、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
本次增资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由五矿资产公司、邯郸房产公司、中国五冶、

中国十七冶和中冶十九冶（共称“甲方股东”）以各自资产评估值作价增资，通用环球
医院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中信资本股权投资（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和五矿创新
投资（共称“其他方股东”）以货币方式增资。 增资后，甲方股东合计持有通用五矿医院
39%股权，其他方股东维持各自持股比例不变。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本次关联交易的各方按照各项协议约定享

有相应的权利及义务，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稀释上市公司权益的情
况，本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且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未损
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
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 本议案属于

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国文清、张兆祥、林锦珍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因此，四位非关
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五冶、十七冶和十九冶以资产
作价向通用五矿医院增资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鉴于当时中国五冶、中国十九冶、中国十七冶作价医院资产的评估备案工作尚未
完成，各方出资金额及持股比例不确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及《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市场信息披
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项议案作暂缓披露处理。 针对本
次暂缓披露事项，公司采取了有效措施防止暂缓披露的信息泄露，并严格履行了暂缓
披露的必要程序。

六、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事前意见
2、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20-050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文灿转债”2020 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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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本公司 A 股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0 年 5 月 29 日、2020 年 6 月 1 日、

2020 年 6 月 2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经本公司自查及向本公司 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核实，现将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

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公司 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 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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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 日

证券代码：300609 证券简称：汇纳科技 公告编号：2020-080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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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完成关于北京宝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宝

沃） 首批以资抵债资产中第二批 4,015.20 万元资产的交割（以下简称“本次抵债资
产”）。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抵债资产在北京宝沃及其供应商处存用可能存在北京宝沃及其供应商擅自

处置或保管不善的风险，以及可能存在被采取保全/执行措施的风险；本次抵债资产后
续租赁给北京宝沃可能存在北京宝沃擅自处置或保管不善的风险，且未来租金收取可
能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披露的 2020-063 号公告。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披露《关于北京宝沃首批以资抵债资产进展的公告》：北
京宝沃首批抵债固定资产评估值 33.43 亿元（含税），2020 年 4 月 30 日北汽集团出具了
评估备案批复，其中，第一批交割资产评估值 31.45 亿元，扣除该部分资产自评估基准
日至资产交割日折旧后抵债金额为 30.95 亿元，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完成交割；后续
公司将尽快核实完成剩余相关预转固资产的交割。

2020 年 5 月 31 日，福田汽车与北京宝沃签署《北京宝沃首批抵债资产第二批交割
资产抵债金额情况表》，确认本次抵债资产的抵债金额为 4,015.20 万元（以评估值扣除
折旧额后的含税净额），公司已完成该第二批资产的交割。 具体情况如下：

2020 年 5 月 31 日，公司与北京宝沃签署《北京宝沃抵债预转固资产交割清册（第
一批）》，本次接收实物预转固资产共 249 项，主要为设备工装资产，其中 44 项设备等
资产为福田汽车与北京宝沃对实物资产现场盘点，205 项工装资产为北京宝沃出具承
诺书，承诺产权 100%隶属北京宝沃并在其供应商处存用的实物资产。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北京宝沃已将本次抵债资产的相关权属证明文件、《北京
宝沃抵账预转固资产交割清册（第一批）》及资产所有权转移确认书实际交付至福田汽
车。

北京宝沃将通过租赁方式继续使用本次抵债相关资产， 目前租赁协议尚未签订，
公司将根据租赁事项进展情况履行相关审批及披露程序。

本次抵债资产在北京宝沃及其供应商处存用可能存在北京宝沃及其供应商擅自处
置或保管不善的风险，以及可能存在被采取保全/执行措施的风险；本次抵债资产后续
租赁给北京宝沃可能存在北京宝沃擅自处置或保管不善的风险，且未来租金收取可能
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披露的 2020-063 号公告。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有
关信息均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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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精装”、“发行人”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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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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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网下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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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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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Ａ股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６
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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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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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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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根据《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
工业区十栋３楼主持了中天精装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６１５７、１１５７
末“５”位数 ４１４８５、６１４８５、８１４８５、０１４８５、２１４８５、３３９７３、８３９７３
末“６”位数 ５３４２７８
末“８”位数 ８１９１５２４１
末“９”位数 １２９４８９６２４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中天精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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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１３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
中天精装Ａ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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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精装”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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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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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网下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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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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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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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４．５２元 ／股。 根据《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Ａ股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８，３０２．１７８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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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５０％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８．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４０６．５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９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７１０１３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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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股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
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
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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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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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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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２，９８２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１５１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５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个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２，９７７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１４６个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１，２１９，３７０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价格（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１ 杭州龙旗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龙旗科技有限公司－龙
旗东升一期私募投资基金 ２４．５２ ２００

２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５２ ２００
３ 黎燕 黎燕 ２４．５２ ２００
４ 彭汉光 彭汉光 ２４．５２ ２００
５ 郑帼芳 郑帼芳 ２４．５２ ２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
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５０１，７３０ ４１．１５％ ２，４５８，５０５ ６４．９５％ ０．０４９０００５６％
Ｂ类投资者 ４０，２００ ３．３０％ １９５，１７１ ５．１６％ ０．０４８５５０００％
Ｃ类投资者 ６７７，４４０ ５５．５６％ １，１３１，３２４ ２９．８９％ ０．０１６６９９９９％

合计 １，２１９，３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８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０４０６２％

注：类别中Ａ类投资者指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保基金类投资者；Ｂ类投
资者指年金和保险资金类投资者；Ｃ类投资者指除Ａ类和Ｂ类之外其他类型的投资
者。 Ａ、Ｂ、Ｃ类投资者有效申购股数占总有效申购数量比例合计不为１００％系四舍五
入尾差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２８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
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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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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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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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４月
１７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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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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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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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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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１２，１０８．３４万股，约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９３７．３４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６．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１３６．８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８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０３４．２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２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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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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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６月４日（Ｔ－１日）（周四）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