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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翔股份”、“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４，３１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３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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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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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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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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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广东科翔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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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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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４，３１０万股，发行股份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１％，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７，２３３．７７万
股。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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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

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８６６．１５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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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８．３５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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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及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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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日（Ｔ＋２）刊登的《广东科翔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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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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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周一，Ｔ－１日）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二、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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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港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披露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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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

张凤娟 127,494 0.21% 2021年10月26日
孙红亮 127,213 0.21% 2021年10月26日
李国昌 121,731 0.20% 2021年10月26日
王小三 121,243 0.20% 2021年10月26日
张晓红 117,174 0.20% 2021年10月26日
雷美根 116,357 0.19% 2021年10月26日
李 鑫 112,507 0.19% 2021年10月26日
张玉娟 112,195 0.19% 2021年10月26日
仇夏炜 110,000 0.18% 2021年10月26日
徐旭辉 109,353 0.18% 2021年10月26日
刘志成 108,639 0.18% 2021年10月26日
黄建军 105,559 0.18% 2021年10月26日
邱龙强 105,000 0.18% 2021年10月26日
徐雪铭 103,294 0.17% 2021年10月26日
薛 嵩 100,000 0.17% 2021年12月24日
何 平 99,174 0.17% 2021年10月26日
郑必强 98,299 0.16% 2021年10月26日
马建明 98,299 0.16% 2021年10月26日
郎建红 90,546 0.15% 2021年10月26日
关国昌 90,011 0.15% 2021年10月26日
鲁梅红 88,294 0.15% 2021年10月26日
章献忠 88,294 0.15% 2021年10月26日
胡秀娟 87,494 0.15% 2021年10月26日
鲍银凤 86,125 0.14% 2021年10月26日
宗胜发 84,809 0.14% 2021年10月26日
张绍忠 80,441 0.13% 2021年10月26日
周美根 80,441 0.13% 2021年10月26日
何建忠 77,493 0.13% 2021年10月26日
张绍荣 76,897 0.13% 2021年10月26日
吴小清 76,127 0.13% 2021年10月26日
李荣富 76,127 0.13% 2021年10月26日
朱 勇 75,000 0.13% 2021年10月26日
胡树军 71,895 0.12% 2021年10月26日
许美娟 68,058 0.11% 2021年10月26日
胡忠生 67,493 0.11% 2021年10月26日
张永忠 67,493 0.11% 2021年10月26日
蒋樟仙 67,493 0.11% 2021年10月26日
张卫兵 61,577 0.10% 2021年10月26日
胡志昌 60,644 0.10% 2021年10月26日
何关明 59,549 0.10% 2021年10月26日
陈阳生 58,864 0.10% 2023年10月26日
童土芳 57,151 0.10% 2021年10月26日
江艳芬 53,058 0.09% 2021年10月26日
汪健君 50,361 0.08% 2021年10月26日
陈荣光 50,058 0.08% 2021年10月26日
仇建红 50,058 0.08% 2021年10月26日
邵林花 48,864 0.08% 2021年10月26日
徐红昌 48,062 0.08% 2021年10月26日
涂圣康 47,467 0.08% 2021年10月26日
胡夏明 43,058 0.07% 2021年10月26日
周建安 42,378 0.07% 2021年10月26日
赵玉梅 40,000 0.07% 2023年10月26日
舒志良 38,837 0.06% 2021年10月26日
李志新 38,837 0.06% 2021年10月26日
江根良 38,290 0.06% 2021年10月26日
李勇镗 38,062 0.06% 2021年10月26日
梅月琴 38,062 0.06% 2021年10月26日
仇生明 38,062 0.06% 2021年10月26日
金小明 34,058 0.06% 2021年10月26日
邱仁龙 33,058 0.06% 2021年10月26日
翁 甜 33,058 0.06% 2021年10月26日
童永彬 33,058 0.06% 2021年10月26日
张鹏宇 33,058 0.06% 2021年10月26日
兰金林 33,058 0.06% 2021年10月26日
章芳媛 33,058 0.06% 2021年10月26日
徐宏伟 33,058 0.06% 2021年10月26日
徐震丰 33,058 0.06% 2021年10月26日
鲍建军 30,209 0.05% 2021年10月26日
徐惠珍 28,890 0.05% 2021年10月26日
唐晓龙 25,890 0.04% 2021年10月26日
戴爱娟 25,890 0.04% 2021年10月26日
仇晓敏 25,890 0.04% 2021年10月26日
许长生 25,890 0.04% 2021年10月26日
戴福刚 25,890 0.04% 2021年10月26日
俞惠明 25,577 0.04% 2021年10月26日
谢秀梁 21,577 0.04% 2021年10月26日
许卸娥 17,261 0.03% 2021年10月26日
张文富 11,430 0.02% 2021年10月26日
小计 45,000,000 75.00% 一一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15,000,000 25.00% 2020年10月26日
小计 15,000,000 25.00% 一一

合计 60,000,000 100.00% 一一

（十二）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机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DAYANG� BIOTECH� GROUP� CO.,� LTD.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143956405Y

注册资本（发行前）：4,500.00万元

注册资本（发行后）：6,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阳贵

有限公司设立日期：2003年10月29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09年12月25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大洋镇朝阳路22号

邮政编码：311616

联系电话：0571-64156868

传真号码：0571-64156845

互联网地址：http://www.dyhg.com

电子信箱：dysw@dyhg.com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证券部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负责人及联系电话：董事会秘书徐旭平；0571-6415686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产：工业级、食品添加剂级碳酸钾（工业级、食品添加剂级碳酸氢

钾）、工业级、农业级氯化铵、2-氯-6-氟苯甲醛系列（副产：盐酸、工业氢氟酸、氟化钠）、异双

醚（半缩醛）、盐酸氨丙啉（副产：工业硫酸、甲醇、亚磷酸、甲基硫酸钠、盐酸）、兽药预混剂、

磷霉素钠（副产：右旋苯乙胺）等医药产品、热电；服务：生物技术的技术开发，医药中间体、兽

药、饲料添加剂、生物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成果转让；加工：药品、食品添加剂；批发、零售：化

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医药中间体；货物进出口

（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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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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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无机盐、兽用原料药等化学原料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所属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及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万
股）

间接持股（万
股） 任期

陈阳贵 董事长、总经理 531.73 - 2018.12.14-2021.12.13
汪贤玉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287.90 - 2018.12.14-2021.12.13
涂永福 副董事长 176.06 - 2018.12.14-2021.12.13
仇永生 董事、副总经理 225.80 - 2018.12.14-2021.12.13
关卫军 董事、副总经理 100.00 - 2018.12.14-2021.12.13
郝炳炎 董事 80.26 - 2018.12.14-2021.12.13
沈梦晖 独立董事 - - 2018.12.14-2021.12.13
张福利 独立董事 - - 2018.12.14-2021.12.13
张群华 独立董事 - - 2018.12.14-2021.12.13
范富良 监事会主席 64.37 - 2018.12.14-2021.12.13
王国平 监事 49.00 - 2018.12.14-2021.12.13
仇卸松 职工代表监事 68.11 - 2018.12.14-2021.12.13
陈旭君 财务总监 33.02 - 2018.12.14-2021.12.13
徐旭平 董事会秘书 70.00 - 2018.12.14-2021.12.13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未对外发行债券，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

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陈阳贵，共同实际控制人为陈旭君。 根据陈荣芳、陈旭君、

曾邵平、汪贤玉、仇永生、涂永福、关卫军、郝炳炎与陈阳贵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本次发行

前，陈阳贵、陈旭君合计控制发行人35.77%的股份，本次发行后，陈阳贵、陈旭君合计控制发行

人26.83%的股份。

陈阳贵先生：1952年 11月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330126195211XXXXXX，住所为浙江省建德市大洋镇，现任发行人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陈旭君女士：1978年 4月出生，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330182197804XXXXXX，住所为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现任发行人财务总监。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控制发行人外，陈阳贵、陈旭君未投资其他企业。

四、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30,141户，其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陈阳贵 5,317,261 8.86%
2 汪贤玉 2,879,000 4.80%
3 仇永生 2,258,000 3.76%
4 涂永福 1,760,577 2.93%
5 陈荣芳 1,580,000 2.63%
6 关卫军 1,000,000 1.67%
7 涂霞丹 932,614 1.55%
8 尹美娟 920,000 1.53%
9 郝炳炎 802,568 1.34%
10 舟山浙科东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0 1.33%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5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 本次发行股

份全部为新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28.85元/股，对应发行市盈率情况为22.99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

后的每股收益计算，其中，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一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

询价和配售。 本次网上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有效申购股数为145,268,845,000股，有效申购倍

数为9,684.58967倍，中签率为0.0103256827%。

本次发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35,797股， 全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

销，包销比例为0.24%。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43,275.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5,005.31万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38,269.69万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0年10月20日对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20]33130001

号）。

五、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合计5,005.31万元（不含税），具体如下：

费用项目 金额（万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2,735.85
审计及验资费用 1,245.28
律师费用 509.43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84.91
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等其他费用 29.84

注：发行费用不含税，此费用数值保留2位小数，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

形，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3.34元/股（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不含税）/本

次发行股数）。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38,269.69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5.31元（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本

次发行后净资产按2020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之和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1.25元（按照发行前一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0年6月30日、2019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年1-6月、2019年度、2018年度、2017年度的合

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

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20]33130008号）。 上述财

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

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公司2020年1-9月业绩预计情况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

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五、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

和经营状况” 以及“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八、2020年1-9月业绩预计情况” 。公司

结合2020年1-6月经营情况和财务数据，预计2020年1-9月营业收入为48,836.96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7.71%，预计2020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01.4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38.62%， 预计2020年1-9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31.27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45%，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呈现上升趋势。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板的有关规则，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

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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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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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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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建强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98号财通双冠大厦西楼

保荐代表人：顾磊、吕德利

项目协办人：陈文淑

项目组其他成员：戴中伟、胡希楠、方鸿斌、莫余佳、黄逸轩

电话：0571-87130315

传真：0571-87821833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财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的推荐意见如下：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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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同意推荐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

担相关保荐责任。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上接C9版）

江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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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4号文予以注册。《江
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及附件披露
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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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
网，网址www.zqr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内容如
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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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
数量为2,00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
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2、本次发行价格为26.42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2020年10月27日（T日）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C37）”。截至2020年10月22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39.21倍。 本次发行价格26.42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39.20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3、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2020年10月27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
00-15:00。投资者在2020年10月27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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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5、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0年10月29日（T+2日）公告的《江西日月明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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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款义务。2020年10月29日（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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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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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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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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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A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2,000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公司股东不在本次发
行过程中进行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
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26.42元/股

发行对象

2020年10月27日（T日 ）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
交易权限 ，且在2020年10月23日 （T-2日）前20个交易日 （含T-2日 ）日均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 ，并且符合 《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279号）的规定 。
其中 ， 自然人需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2020年修订 ）》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 （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
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日（网上申购日为2020年10月27日 ）

发行人联系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四路999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0791-88193001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联系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319号8幢10000室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联系电话 010-68588637、010-68588083

发行人：江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江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20]2394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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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0月26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p5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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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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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0052� � �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20-060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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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事项涉及诉讼的公告》内容有误，现更正如下：

原文 更正后

二、本次涉诉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3月 21日、2018年 4月 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2019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2018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
2018-2019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二、本次涉诉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6年 4月 27日、2016年 5月 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2017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6年 4月 29 日、2016 年 5 月 20 日披露的《浙江广厦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2016-2017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5日、2019年 5月 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 4月 29 日、2019 年 5 月 21 日披露的《浙江广厦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2019-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除上述事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对我们工作疏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建信睿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及恢复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睿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睿享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68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以及《建信睿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建信睿享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年 10月 23日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停申购业务期间，除申购外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2）2020 年 10 月 27 日（含该日）恢复本基金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 投资者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 （免长途通话

费），或登录网站 www.ccbfund.cn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0 月 23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
召开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易方
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份额，简称“证券公司份额”，场内简
称：证券分级，基金代码：502010；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 A 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 A，基金代码：
502011，易方达证券公司级 B 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 B，基金代码：502012）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 2020 年 9 月 22 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28 日 17:00 止。为保护投
资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
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 2020 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
运作机制，将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 A 类份额、B 类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为证券公司
份额。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

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二、证券分级、证券 A 与证券 B 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日（2020 年 10 月 29 日）开市

起停牌，并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开市复牌。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
效公告日为非交易日，则下一交易日开市恢复交易。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基金停牌期间
的流动性风险。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
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
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
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
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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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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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曾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披露了公司及成都蓝迪共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蓝迪共享”）拟以 9 亿元为对价将合计持有的成都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标的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商集团”）和汉商大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商大健康”）的相关事项，具体详见公司 2020-93 号临时公告。
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

基准日，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90,627 万元。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9 亿元。 2020 年 9 月 23 日，交易各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
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

现经交易各方有权机构批准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者集中审查， 本次交易已取得必
要的授权和批准，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实现。 2020 年 10 月 20 日，公司、蓝迪共享已将其持有
的标的公司 100%股份转移至汉商集团及其子公司汉商大健康名下，标的公司股份交割已经完
成。根据本次交易《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汉商集团及其子公司汉商大健康将在
标的公司股份交割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一期转让价款的支付；并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完
成第二期转让价款的支付。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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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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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终止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7）。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20]
123 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中国证监
会决定终止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相关议案， 公司将尽快向中国证监会递交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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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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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
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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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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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
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三季度报告》 将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