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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鱼”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１２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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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
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和中金公司统称
“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５４，２１５．９１５４万股， 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５．７０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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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投资者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
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６２，６４７，７４６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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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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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０，３６０．９４０８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５９０．２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３７，９５１．１４０８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金龙鱼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５日（Ｔ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金龙
鱼”股票７，５９０．２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９日（Ｔ＋２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９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
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 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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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
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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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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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
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
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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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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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４４，１７８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２６５，５９８，５２７，０００股，
配号总数为５３１，１９７，０５４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５３１１９７０５４。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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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９９．２２９６３倍，高
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７５，９０２，５００股股票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２，７７０．６９０８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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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８０．４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５７１５５６２５７％，申
购倍数为１，７４９．６０９０５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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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6,111.1112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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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 361,111,112

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52,778,112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 108,333,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定于 2020

年 9月 29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9月 29日（周二）9:00一 12: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

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T-6 日） 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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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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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ST 恒康，证券代码：002219）股

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20 年 9 月 24 日、2020 年 9 月 25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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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2、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3、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

的重大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4、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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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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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阙文彬先生所持公司全部股份被法院冻结或轮候冻结，且存在部分或全

部被司法拍卖的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2、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由于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4、目前债权人已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能否进入重

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
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破产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 条第
（二十三）项的规定，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5、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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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经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侨

鑫集团有限公司、鑫愿（珠海）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签署《公司成立合作协议书》，共同以货
币形式出资 10,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合资公司， 该合资公司名称已确定为深圳兴鑫互联科技有
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二、注册登记情况
2020 年 9 月 27 日，公司收到深圳兴鑫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

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的通知，主要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兴鑫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DF7B7K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巧莹
公司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侨鑫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41%股权，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39%股权，鑫

愿（珠海）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20%股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国内

贸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运输代理（不含航空客货运代理服务和
水路运输代理）；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企
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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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备查文件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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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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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通字[2019]345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公司
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2019 年 12 月 26 日、2020 年 1 月 23 日、2020 年 2 月 26 日、2020 年 3 月 26 日、2020 年 4
月 27 日、2020 年 5 月 26 日、2020 年 6 月 29 日、2020 年 7 月 27 日、2020 年 8 月 26 日分别披露
了《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如
果收到相关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工作。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性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的进展
情况及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的，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
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 公司股票将被停牌，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
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并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限届满后的十五个交易日
内作出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
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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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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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1,000 万元人民币在重庆市
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天融信”）。 具体内容
详见 2020 年 9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0）。

近日，重庆天融信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重庆市合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信息如下：
项目 内容
公司名称 重庆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MA615E8B5X
住所 重庆市合川区草街街道嘉合大道 500 号信息安全产业城办公楼 3 层 6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雪莹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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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一般项目：网络技术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
术推广 ，软件开发 ，机械设备租赁 ，计算机系统服务 ，数据处理服务 ，电子产品销
售，通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广告设计 、代理 ，网络与信息安
全软件开发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0 年 9 月 22 日
营业期限 2020 年 9 月 22 日至永久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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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2020 年度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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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广大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提升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
东监管局、 山东上市公司协会及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2020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平台上采用网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 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活动，交流互动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二）15:00-16:55。

届时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雪莉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 发展战
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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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后续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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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深圳汇金创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
创展”）于 2020 年 2 月 3 日、2020 年 3 月 3 日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公司将持有的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山保理”）100%股权作价 40,281.23 万元
转让给汇金创展。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且公司已完成摩山保理的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发

布的《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 以及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完
成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汇金创展应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指定
银行账户支付第一批股权转让价款 20,140.615 万元； 应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向公司指定银行
支付剩余全部股权转让款 20,140.615 万元。

汇金创展已于 2020 年 4 月 9 日向公司支付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20,140.615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收到了汇金创展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20,140.615 万元。 公司已收到

汇金创展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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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期，本公司与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恒信）签署了担保协议，为全资子公

司安徽奥特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奥特佳）与海通恒信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6000 万元最高
额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至 2023年 9月。 根据其注册地相关政府补贴政策，此次安徽奥特佳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融资可获得部分利息补贴，总体成本较低。 安徽奥特佳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此次担保事项在公司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揽子担保额度事项授权范围之内（详见本公司 5月 9日发布的 2020-060号公告），
因此无需再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9月 24日，安徽奥特佳收到融资款项 4020 万元，本公司开始承担相应

担保义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安徽奥特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 注册地为安徽省滁州市， 注册资本为

29,000 万元人民币。
安徽奥特佳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请见本公司 4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2020-046 号公告）。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披露日，本公司无对外部的担保事项，均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额度为 15 亿元。本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31,292.55 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实际相互担保金额为
47,822.05 万元。 本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共计 79,114.6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 52.92 亿
元的 14.95%。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上接 C80 版）

序号 姓名 职务 /关系 持股情况

1 王长土 董事长
王长土持有宁波长宏 1, 550.00 万元出资， 占出资比例
51.67%； 宁波长宏持有公司 3, 600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8.64%

2 王庆 副董事长、总经
理

王庆持有宁波长宏 655.83 万元出资， 占出资比例 21.86% ；宁
波长宏持有公司 3, 6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8.64%

3 殷丽 董事、副总经理 殷丽持有宁波长宏 66.67 万元出资，占出资比例 2.22% ；宁波
长宏持有公司 3, 6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8.64%

4 李增光 董事 李增光持有宁波长宏 25 万元出资，占出资比例 0.83% ；宁波长
宏持有公司 3, 6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8.64%

5 王玲琼 监事 王玲琼持有宁波长宏 26.67 万元出资， 占出资比例 0.89% ；宁
波长宏持有公司 3, 6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8.64%

6 张永芳 监事 张永芳持有宁波长宏 8.33 万元出资，占出资比例 0.28%；
宁波长宏持有公司 3, 6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8.64%

7 吴畑畑 监事 吴畑畑持有宁波长宏 8.33 万元出资，占出资比例 0.28%；
宁波长宏持有公司 3, 6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8.64%

8 方根喜 副总经理 方根喜持有宁波长宏 23.33 万元出资， 占出资比例 0.78% ；宁
波长宏持有公司 3, 6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8.64%

9 张义为 副总经理 张义为持有宁波长宏 25 万元出资，占出资比例 0.83% ;
宁波长宏持有公司 3, 6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8.64%

10 周建芬 财务总监 周建芬持有宁波长宏 25 万元出资，占出资比例 0.83% ；宁波长
宏持有公司 3, 6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8.64%

11 车斌 董事会秘书 车斌持有宁波长宏 50 万元出资，占出资比例 1.67% ；宁波长宏
持有公司 3, 6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8.64%

除上述所列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本公司未发行债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后， 王长土直接持有公司 22,680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4.43%， 系公司控股股东。 王庆直接持有公司 9,72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33%。 王长土、王庆父子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32,4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77.76%。

本次发行后，宁波长宏持有公司 3,6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4%，王长
土为宁波长宏执行事务合伙人，王长土、王庆合计持有宁波长宏 73.53%的出
资份额，并通过宁波长宏间接控制公司 8.64%的股份。

综上所述，王长土、王庆父子直接及间接控制公司 86.40%的股份，为公司
共同实际控制人。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1、王长土先生，董事长，1965 年 6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
江大学人文学院高级总裁研修班结业。 1985 年 2 月至 1993 年 10 月任慈溪市
小安镇长源五金厂员工；1993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 任职于公司前身长华
有限，历任总经理、执行董事等职；2018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
董事长、宁波长盛执行董事、武汉长源执行董事、吉林长庆执行董事、广州长
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布施螺子董事长、宁波长宏执行事务合伙人、慈溪长信
监事等职。 王长土先生担任的其他社会职务有：慈溪市汽车配件行业协会会
长、宁波杭州湾新区商会副会长、宁波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协会副会长、宁波市
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行风义务监督员、慈溪市人大代表等。

2、王庆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1987 年 8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大学学历。 200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 任公司前身长华有限监事；
200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任长青模具总经理；2010 年 10 月至今，任布施
螺子董事；2012 年 9 月至今，任武汉长源监事；2014 年 11 月至今，任吉林长庆
监事；2016 年 12 月至今，任慈溪长信执行董事；2018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

四、股本结构和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37,500 万股，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 4,168 万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0%，发行后总股本为 41,668 万股。本次公开
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锁定期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王长土 226, 800,
000 60.48 226, 800,

000 54.4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王庆 97, 200,
000 25.92 97, 200,

000 23.3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宁波长宏 36, 000,
000 9.60 36, 000,

000 8.6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宁波久尔 15, 000,
000 4.00 15, 000,

000 3.6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小计 375, 000,
000 100.00 375, 000,

000 90.00 —

二、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 — — 41, 680,
000 10.00 —

小计 — — 41, 680,
000 10.00 —

合计 375, 000,
000 100.00 416, 680,

000 100.00 —

（二）本次上市前股东人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结束后、上市前股东总数的户数 45,579 户，前 10 名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

本比例
1 王长土 226, 800, 000 54.43%
2 王庆 97, 200, 000 23.33%
3 宁波长宏 36, 000, 000 8.64%
4 宁波久尔 15, 000, 000 3.60%
5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4, 418 0.02%
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 472 0.01%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465 0.00%

8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080 0.00%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农
行 2, 695 0.00%

10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695 0.00%

合 计 375, 097, 825 90.02%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为 4,168.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
二、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9.72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四、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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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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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最终网下发行 416.8 万股， 其中网下投资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为
2,005 股；网上发行 3,751.2 万股，其中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为 83,885 股。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包销比例为 0.21%。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0,512.96 万元， 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募集。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

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F10858 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费用（不含税）合计 39,249,113.20 元，发行

费用包括：
单位：元

项目 金额（不含税）
保荐及承销费用 23, 072, 150.94
审计及验资费用 6, 880, 000.00

律师费用 4, 180, 094.3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 292, 452.83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824, 415.09
合计 39, 249, 113.20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每股发行费用：0.94 元 / 股（按本次发行费用
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七、募集资金净额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365,880,486.80 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的每股净资产为 4.238 元 / 股（按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公司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每股收益为 0.44 元 / 股（按本公司 2019�年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

31日和2019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2018年度和
2019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
第ZF1006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
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一、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2020 年 1-6 月经营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对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

及母公 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
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 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
ZF10667 号”《审阅报告》。

公司 2020 年 1-6 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849, 974, 264.84 844, 633, 223.61 0.63%
流动负债（元） 414, 443, 007.34 426, 884, 246.54 -2.91%
总资产（元） 1, 867, 525, 467.03 1, 855, 629, 068.53 0.6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1, 426, 117, 100.23 1, 400, 042, 941.27 1.8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股） 3.80 3.73 1.8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45, 342, 297.98 668, 357, 215.35 -18.41%
营业利润（元） 53, 276, 188.96 82, 062, 131.83 -35.08%
利润总额（元） 54, 611, 902.57 87, 311, 452.75 -37.4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47, 074, 158.96 74, 607, 743.19 -36.9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3, 590, 680.56 69, 167, 987.01 -36.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20 -35.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 /股） 0.12 0.18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1 5.94 -2.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
收益率（%） 3.06 5.51 -2.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1, 794, 063.44 190, 532, 420.91 -36.0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0.32 0.51 -37.25%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
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2020 年 1 月，我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受疫情影响，公司及上下游产业链
一季度复工延迟，汽车整车消费市场也出现明显下滑，对公司 2020 年上半年
经营业绩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根据汽车工业协会披露的统计信息，2020 年
1-6 月， 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11.2 万辆和 1,025.7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16.8%和 16.9%；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775.4 万辆和 787.3 万辆，同比分
别下降 22.5%和 22.4%。

2020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54,534.23 万元，同比下滑 18.41%，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4,359.07 万元， 同比下滑
36.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79.41 万元， 同比下滑 36.08%。
2020 年上半年，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汽车产销量下滑，造成公司收
入、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均同步出现下滑。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国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生产、生活秩序基
本恢复，公司经营业绩随着下游汽车行业产销量的回升而逐步恢复。

（二）2020 年度盈利预测情况
为有助于投资者对公司及投资于公司的股票作出合理判断，公司编制了

盈利预测报告，并经立信会计师审核，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F10714 号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公司预计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137,880.14 万元，较 2019
年度下降 3.63%；预计 2020 年度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7,026.22 万元和 16,315.15 万元，较 2019 年度分别下降为
17.15%和 11.46%。

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因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
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 2020 年度的实际经营成果与盈利预测可能存在
一定差异。 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司盈利预测报告是管理层在最佳估计
假设的基础上编制的，但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投资
决策时应谨慎适用。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

已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正在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
公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开户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 39505001040021006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 394878510392
3 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127909032110703

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均已出具《承诺》，承诺在《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签订前，未获得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同意，其将不
接受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资金的申请。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

溪分行、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子公司
武汉长华长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长城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主要内容无重大差异，
以公司与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的协议为例，主要内容
为：

甲方：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华长源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乙方：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丙方：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等规定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
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
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3、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安忠良、钱伟或其他工作人员可以随
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
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5、 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募
集资金净额的 20%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6、丙方有权根据证监会、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
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
签名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
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9、若丙方发现甲方从专用账户支取款项违反本协议规定或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丙方有权要求甲方及时公告相关事实；若在丙方
提醒后甲方未作纠正，且后果可能危及丙方利益的情况下，丙方有权向监管
部门报告。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各签署方已审议并
通过了协议内容，正在履行签字盖章程序。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 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

产、 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 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除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授权管理层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签订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外，公司未召开其他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宏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南塔楼 10-19 层
电话：0755-83516222
传真：0755-83516266
保荐代表人：安忠良、钱伟
项目协办人：牛海青
项目经办人：黄野、邹桂哲、胡萌萌、李通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符

合上市条件，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上市保荐书，其保荐意见如下：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长华股份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长城证
券愿意保荐长华股份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责任。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