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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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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 28号中冶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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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669,878,62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0,341,457,11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28,42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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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86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90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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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依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闫爱中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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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出席 1人，闫爱中先生出席了会议；国文清先生、周纪昌先生、余海龙先生、任旭

东先生、吴嘉宁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拟任董事张孟星先生出席了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张雁镝女士、褚志奇先生出席了会议；曹修运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

席会议；拟任监事尹似松先生出席了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曾刚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孟星先生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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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9,640,912 99.9824 1,816,100 0.0176 100 0.0000
H股 325,647,035 99.1552 2,774,474 0.844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665,287,947 99.9570 4,590,574 0.0430 100 0.0000

选举张孟星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2、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尹似松先生为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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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1,099,120 99.8031 20,357,892 0.1969 100 0.0000
H股 270,897,073 82.4846 57,185,868 17.4123 338,568 0.1031
普通股合计： 10,591,996,193 99.2701 77,543,760 0.7268 338,668 0.0031

选举尹似松先生为公司监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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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张孟星先生为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
行董事的议案

148,685,612 98.7932 1,816,100 1.2067 100 0.000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不适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汶、钟云长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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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6 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20-074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9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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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20 年 1-9 月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7,009.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1%，其中海外合同人民币

139.3亿元。
9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1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乐山市苏稽新区大学城（一期）项目 45.1

2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雄安新区雄东片区 A 单元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施工总承包一标
段合同 40.4

3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江西省上饶市嘉怡华府项目 28.5

4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江西省上饶市万鸿沙湖星城项目 26.3

5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智慧城 1、2、3、5、7号区域项目 26.0

6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吉林省四平市海绵城市建设南北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四平市海
绵城市建设中心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建设项目 25.0

7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潍坊至青岛公路及连接线工程施工合同 (第二合同段） 20.3

8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黄冈市白莲河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示范区一期 PPP项目 20.0

9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德州至上饶国家高速公路延伸线上饶至蒲城高速公路（江西境内）
新建工程总承包合同 19.2

10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
公司 山东省莱州银海化工产业园市政基础设施（一期）项目 15.2

11 中冶沈勘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湖南南方廊桥产业有限公司廊桥项目 15.0

12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龙井市技术人才“双创”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3.8

13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
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镇淮小区五期、六期、七期安置房建设
项目 13.2

14 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5、6号焦炉节能环保改造项目 13.0

15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
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壹号公馆施工总承包项目 12.0

16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
司

江西省瑞金市红都古城(一期)———廖屋坪及上湖洞(红军学校周边)
区域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工程总承包合同 11.1

17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项目施工二标段 10.1
10亿以上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354.2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20-076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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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0年 10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七名，实际

出席董事七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同意张孟星先生担任中国中冶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2.同意调整后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如下：国文清（召集人）、张孟星、周纪昌。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中国中冶总部调整业务定位的议案》
同意在中国中冶总部的业务定位中增加工程总承包业务， 并将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建筑工

程总承包业务转移至中国中冶。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20-077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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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0年 10月 15日在中冶大厦召开。公司应出席会议监事三名，实
到监事三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中冶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同意选举尹似松监事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0-09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十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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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十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0年 10月 15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十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0国泰君安 CP010 短期融资券期限 90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072000240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期 2020年 10月 13日 起息日期 2020年 10月 15日
兑付日期 2021年 1月 13日 发行总额 5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 /张 票面利率 2.69%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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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63
转债代码：113011� � � � � � � � �转债简称：光大转债
转股代码：191011� � � � � � � � �转股简称：光大转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行股份超过 1%的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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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0月 15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接到本行控股股东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简称光大集团）的通知，光大集团通过可转债转股的方式增持本行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20年 10月 14日，光大集团通过可转债转股的方式共增持本行 A股普通股 1,542,553,191股。 本次转
股前，光大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本行普通股 25,472,743,396 股，占本行普通股总额的 48.53％；本次转股后，
光大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本行普通股 27,015,296,587股，占本行普通股总额的 49.999％。

一、本次可转债转股情况：

信息披 露 义
务 人基 本 信
息

名称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10月 14日

权益变 动情
况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数量（股） 持股 比 例增 加
（%）

可转债转股 2020 年 10 月 14
日

A股
普通股 1,542,553,191 1.469

二、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后，光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行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光大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 25,472,743,396 48.53% 27,015,296,587 49.99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光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具体后续增持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光

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光大集团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行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光大集团所增持本行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6 日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64
转债代码：113011 转债简称：光大转债
转股代码：191011 转股简称：光大转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债券持有人持有本行可转债减少的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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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3 月 6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7]315 号文

《关于核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本行）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300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可转债、光大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按面值发行，期限 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7]79 号文同意，本行 300 亿元可转债于
2017年 4月 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光大转债”，债券代码“113011”。

本行于 2020年 10月 15 日接到本行控股股东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的通知，光大集
团将其持有的 5,800,000,000元可转债转为本行股份，具体可转债转股情况详见本行于同日披露的《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行股份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3”）。

本次光大集团可转债转股导致其持有的可转债减少数量占光大转债发行总量的 19.33%， 超过光大转
债发行总量的 10%。 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光大集团持有光大转债 8,709,153,000 元，占光大转债发行总量的
29.03%。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光大集团持有光大转债 2,909,153,000元，占光大转债发行总量的 9.70%。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6 日

A股代码:601166 A股简称:兴业银行 编号:临 2020-029
优先股代码：360005、360012、360032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 1、兴业优 2、兴业优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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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全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于 2020年 10月 13日簿记建档，并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完成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
民币 300亿元，前 5年票面利率为 4.73%，每 5年调整一次，在第 5 年及之后的每个付息日附发行人有条件
赎回权。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用于补充公司其他一级资本。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6 日

股票代码：601288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20-046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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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今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农业银行张旭光任职资
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719号）。 张旭光先生自 2020年 10月 12日起就任本行执行董事，以及董事会战
略规划委员会、风险管理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兼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

张旭光先生的简历请见本行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股票代码：601288� � � � � � � �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20-047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行长任职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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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于今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农业银行徐瀚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717 号）。 徐瀚先
生自 2020年 10月 12日起就任本行副行长。

徐瀚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 2020年 7月 4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0-68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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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北京德杰汇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杰汇通”）持有万华化学股份数量 69,995,240 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2.23%；本次解除质押后，德杰汇通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为 27,321,000 股，占其持股比例
39.03%。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0月 15日收到股东北京德杰汇通科技有限公司通知， 德杰汇
通已于近期办理了解除部分股份质押的手续， 将质押给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万华化学限售流通股
6,350,000股解除质押。

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北京德杰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6,35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0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20%
解质时间 截止 2020年 10月 14日
持股数量 69,995,240股
持股比例 2.2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7,321,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9.0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7%

公司将根据本次解质股份后续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6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八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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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八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0年 10月 15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八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0海通证券 CP008 期限 90天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000245 簿记日期 2020年 10月 13日
起息日期 2020年 10月 15日 兑付日期 2021年 1月 13日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发行总额 5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 /张 票面利率 2.88%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5 日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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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航空”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5,25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0年8月4日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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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号予以注册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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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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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256.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7.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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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
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中航资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559.5970万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10.65%，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的差额491.603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491.603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3,436.403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73.17%；网上发行数量为1,260.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26.83%。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4,696.403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0年10月15日（T日）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广联航空”股票1,260.0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10月19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联航空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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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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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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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0
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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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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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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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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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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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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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592,644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15,728,515,000股，配号总数为231,457,030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3145703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联航空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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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4.8027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939.3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2,497.103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3.17%；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2,199.3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46.83%。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190039594%，申购倍数为5,262.06134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0年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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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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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达”、“发行人”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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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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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号）予以注册决

定。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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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

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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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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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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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国

安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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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3,199.5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

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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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59.975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回拨至网下发

行。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127.675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11.85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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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及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2020

年10月22日（T+2日）刊登的《国安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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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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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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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T-1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rs.p5w.net）和中国证券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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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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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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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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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

发行规模为 4, 000 万股，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 40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60.00%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1, 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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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

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1、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 how .s s e 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 how .cns 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 9: 00-1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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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

刊登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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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 e .com.cn）查询。

发行人：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6 日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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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31 号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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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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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
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中信证券与光大
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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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062, 315 股， 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 859, 346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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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1, 342, 469 股，约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 860, 500 股，

约占扣除初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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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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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9 日（T-1 日）14: 00-17: 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 how .s s e 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 how .cns 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上海泰坦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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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s s e .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0 月 16 日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458,5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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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0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
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
券”），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
券”）（东方投行、银河证券、平安证券、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中银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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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不超过458,589,000股，发行股份数量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9.50%，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 不设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37,576,7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24,709,300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6,303,000股，约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为便于A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联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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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T-1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意向书摘要》已于2020年10月

1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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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