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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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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省人社厅关

于开展企业职工线上适岗职业技能培训的通知》的通知，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撒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州
珠江艾茉森数码乐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茉森”）于近日收到政府补助合计342.60万元（人民
币，下同），其中：集团公司收到政府补助29.60万元、恺撒堡公司收到政府补助300.40万元、艾茉森收到
政府补助12.60万元。

本次政府补助为现金形式，与各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不具备可持续性。 该笔资金已于近期划
拨到上述公司资金账户。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

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
助。

集团公司及子公司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等有关规定， 集团公司及子公司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

342.60万元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将上述政府补助在“递延收益”科目归集，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
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其他收益”。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恺撒堡公司及艾茉森均纳入集团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收到政府补助预计增加集团公司及子

公司当期利润总额共计342.60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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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提示公告
根据《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第二十一

部分 基金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之基础份额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场内简称：新能源车，基金代码：161028）的基金份额净值高至
1.500元或以上时，本基金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截至 2020年 12月 15日，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
折算的阀值 1.500元，在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近期净值的波动情况。

针对可能发生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根据《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A 类份额和 B 类份额终止运作、终

止上市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场内简称：新能车 A，基金代码：150211）和
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场内简称：新能车 B，基金代码：150212）的终止上市日为 2021 年 1 月 4 日
（最后交易日为 2020年 12月 31日），折算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在折算基准日日终，以富国
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按照各自的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成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以及基金管理人发布
的相关公告，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二、相对于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本基金之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
的特征。当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时，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持有人以富国新能源
汽车 A份额在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超出 1.000元部分，获得新增富国新能源汽车
份额的份额分配。 折算不改变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其持有的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净值折算调整为 1.000元、份额数量不变，相应折算增加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因此，持有人
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
益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三、相对于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本基金之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当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时，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持有人，以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超出 1.000元部分，获得新增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份额
分配。折算不改变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持有人的资产净值，其持有的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净值折
算调整为 1.000元、份额数量不变，相应折算增加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
特征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
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四、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在不定期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变化。 特提醒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
的风险。

五、根据基金合同规定，折算基准日在触发折算阀值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富国新能源汽
车份额的净值可能与触发折算阀值 1.500元有一定差异。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
额与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的上市交易和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
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二、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本基金已暂停场内申购及场内分拆业务，敬请投资者关
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或者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400－888－0688（免长途话费）。

三、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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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7 日

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富国新能源汽车A份额

和富国新能源汽车B份额终止运作的
特别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A类份额和 B类份额终止运作、终止上
市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之富国
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场内简称：新能车 A，基金代码：150211）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场内简称：新
能车 B，基金代码：150212）的终止上市日为 2021 年 1 月 4 日（最后交易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折
算基准日为 2020年 12月 31日。 在折算基准日日终，以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
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成场内富国新能
源汽车份额。

针对本基金之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终止运作的相关安排， 基金管理
人特别提示如下风险事项，敬请投资者关注：

1、折算基准日前（含折算基准日），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仍可正常交
易，期间敬请投资者高度关注以下风险：

（1）由于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其折溢价率
可能发生较大变化，如果投资者以溢价买入，折算后可能遭受较大损失（具体折算方式及示例详见本
公告第 4条）。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投资者应密切关注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变化情
况（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询）。

（2）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具有低预期风险、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份额折算后，富国新
能源汽车 A份额的持有人将持有具有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特征的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由于
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为跟踪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的基础份额， 其份额净值将随标的指数的涨跌而变
化，原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持有人将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具有一定的杠杆属性，具有高预期风险、预期收益相对较高的特征，但在
份额折算后，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的持有人将持有具有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特征的富国新
能源汽车份额，由于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为跟踪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的基础份额，没有杠杆特征，其
基金份额净值将随标的指数的涨跌而变化，不会形成杠杆性收益或损失，但原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
持有人仍需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2、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折算为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前，富国新能源
汽车 A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的持有人有两种方式退出：

（1）在场内按市价卖出基金份额；
（2）在场内买入等量的对应份额（即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持有人买入等量的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或者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持有人买入等量的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合并为富国新能源汽
车份额， 按照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申请场内赎回或转托管至场外后申请赎回或转换
转出。

3、 由于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的持有人可能选择场内卖出或合并赎
回，场内份额数量可能发生较大下降，可能出现场内流动性不足的情况，特提请投资者注意流动性风
险。

4、在折算基准日日终，以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而不是二级市场价格）折算成场内富国新能源
汽车份额。 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的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将会因为溢价的消失而造成损失。

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折算后场内富国新能源
汽车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份），小数部分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则及有关规定处理，折算后的
基金份额以登记机构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 由于基金份额数取整计算产生的误差，基金份额持有人将
面临其所持基金资产净值减小的风险，对于持有份额数极少的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富国新能源汽
车 B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将面临持有的基金份额折算后份额数不足一份而被计入基金资产的风
险。

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量将会在
折算后发生变化，示例如下：

假设折算基准日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的分别为：0.900 元、1.010 元、0.790 元，投资者甲、乙、丙分别持有场内富国新能源汽
车份额、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各 100,000 份，其所持基金份额的变化如下
表所示：

折算前
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
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元）

基 金 份 额
（份）

基金份额
净值（元） 基金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
车份额 0.900 100,000 （无变化） 0.900 100,000 份场内富国新

能源汽车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
车 A份额 1.010 100,000 1.122222222

（全部折算为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0.900 112,222 份场内富国新
能源汽车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
车 B份额 0.790 100,000 0.877777778

（全部折算为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0.900 87,777 份场内富国新
能源汽车份额

5、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折算为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后，投资者可以
申请场内赎回基金份额或者转托管至场外后申请赎回基金份额。 部分投资者可能由于所在证券公司
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或其他原因无法直接办理场内赎回， 需先转托管至场外后再申请赎回或者先转
托管到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后再申请赎回。

6、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新能源
汽车 B份额合并或折算为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后， 基金份额持有期自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确认之日
起计算， 其中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B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折算后场内
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持有期自 2021年 1月 4日起计算。 如果赎回份额时持有期较短，基金份额持有
人将承担较高的赎回费。

根据《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
的赎回费率如下：

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赎回费率为持续持有期 7日以内 1.5%，持续持有期 7日及以上 0.5%。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
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中 25%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
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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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相关公告，了解本基金目前的风险收益特征变
化和相关安排，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谨慎作出投资决策。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客服电话 95105686，4008880688（免长
途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7 日

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富国新能源汽车A份额

约定年基准收益率调整的公告
根据《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之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场内简称：新能车 A，基金代码：
150211）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定：

“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同期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3.5%’。 本基金将以每个定期份额折算的折算基准日次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准，重新设定该次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次日起（含该日）至下一个定期份
额折算基准日（含该日）期间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适用的约定年基准收益率。 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
额约定年基准收益均以 1.00元为基准进行计算。 ”

鉴于基金管理人已于 2020年 12月 2日发布《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之 A类份额和 B类份额终止运作、终止上市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国
新能源汽车 B份额将于 2021年 1月 4日终止上市（最后交易日为 2020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

为 1.5%，因此 2020 年 12 月 16 日起（含该日）至最后交易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适用的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 5%（=1.5%+3.5%）。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有关详情，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8－0688（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
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具有预期风险、预期收益较低的特征，但基金管理人并不承诺或保证富国

新能源汽车 A份额持有人的约定年基准收益，在本基金存续期内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情况下，富国
新能源汽车 A份额持有人仍可能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乃至损失本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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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
律文件。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7 日

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

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富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以 2020年 12月 15 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
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场内简称：新能车 A，基金代码：150211）、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基金简称：富
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场内简称：新能源车，基金代码：161028）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
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20年 12月 15日， 场外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经折算后的总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法保留到小数

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经折算
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
第 9位，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份）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份额（份） 折 算 后 份 额 净 值

（元）
场外富国新能源汽
车份额 4,261,347,859.62 0.014522283 4,323,232,359.20 1.405

场内富国新能源汽
车份额 57,573,670.00 0.014522283 60,943,488.00

（注 1） 1.405

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 87,235,520.00 0.029044566 87,235,520.00 1.000

注 1：该“折算后份额”包括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
额。

注 2：场外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外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场内
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份额为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投资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查询经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折算结果示例
假设投资者甲、乙、丙分别持有场外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富国新能源

汽车 A份额各 100,000份，其所持基金份额的变化如下表所示：
折算前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

基金份额净
值（元） 基金份额（份） 基 金 份 额 净 值

（元） 基金份额

场外富国新能
源汽车份额 1.425 100,000 0.014522283 1.405 101,452.23 份场外 富

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场内富国新能
源汽车份额 1.425 100,000 0.014522283 1.405 101,452份场内富国新

能源汽车份额

富国新能源汽
车 A份额
（注 3）

1.041 100,000
-- 1.000 100,000份富国新能源

汽车 A份额

0.029044566（母基金份额） 1.405 新增 2,904 份场内富
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注 3： 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持有人折算后将同时持有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场内富国新能
源汽车份额。

三、恢复交易
自 2020年 12月 17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场外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

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场内转场外））和配对转换（仅包括合并）业务，但仍需遵循基金管理人
2019年 3月 8日发布的《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场外大额申购、定投及
转换转入业务并暂停跨系统转托管（场外转场内）业务的公告》、2020年 3月 14日发布的《关于富国中
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场内申购业务的公告》及 2020 年 3 月 23 日发布的《富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分级基金暂停场内份额分拆业务的公告》 中的相关限制， 相关限制如有调
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最新公告为准。

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将于 2020年 12月 17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四、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之规定，2020 年 12 月 17 日

新能车 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2020 年 12 月 16 日的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四舍五入至 0.001元），即 1.000元。 由于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20
年 12月 15日的收盘价为 1.016 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 0.975 元，与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前收盘价存
在差异，因此 2020年 12月 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基金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折算为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分配给
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的持有人，而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为跟踪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的基础份额，其
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 因此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由于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数和场内富国新能
源汽车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
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或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
份额的可能性。

（四）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 或者
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0688（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
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 2020年 12月 2日发布的《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之 A类份额和 B类份额终止运作、终止上市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和富
国新能源汽车 B 份额将于 2021 年 1 月 4 日终止上市（最后交易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并于 2020
年 12月 31日日终以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富国新能
源汽车 B份额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成场内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
风险以及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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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7 日

关于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以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登记
在册的富国新能源汽车份额（基金简称：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场内简称：新能源车，基金代
码：161028）和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场内简称：新能车 A，基金代码：150211）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
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 2020年 12月 10日刊登在《证券日报》、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关于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
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之规定，2020 年 12 月 17 日新能
车 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2020 年 12 月 16 日的富国新能源汽车 A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四舍五入至 0.001元）， 即 1.000元。 由于富国新能源汽车 A份额折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20 年
12 月 15 日的收盘价为 1.016 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 0.975 元，与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前收盘价存在
差异，因此 2020年 12月 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7 日

关于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第六个业绩考核周期计提

管理费的公告
根据《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约定，

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适用浮动年管理费，即本基金管
理费的适用费率（m）是根据业绩考核周期内的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R）的大小来决定的。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在证券
日报和本公司网站上发布的《关于富国目标齐利一年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第六个业绩考核周
期适用的管理费率计算规则的公告》， 适用于第六个业绩考核周期的管理费率具体计算规则可表示
为：
序号 条件

（适用于第六个业绩考核周期）
管理费率（m）
（适用于第六个业绩考核周期）

1 R≤2.75% 0%

2 2.75%＜R≤3.75% Min（0.4%， ）

3 3.75%＜R≤5.75% Min（0.7%，0.4%+�����������������）

4 R＞5.75% Min（1.0%，0.7%+�����������������）

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本基金第六个业绩考核周
期内（2019年 12月 17日至 2020年 12月 1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R＝3.16%（未扣除管理费），根
据上述规则，本基金本次适用的对应管理费率 m＝0.40%。

本基金 2020 年 12 月 16 日的累计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0.001 元）为 1.320 元，单位份额净值为
1.075元。

如有疑问，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或登陆相关网址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公司网址：www.fullgo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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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
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7 日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智尚”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９，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９３１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南山智尚”，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９１８”。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９，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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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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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４５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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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４３５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５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６３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４，３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０４２７０２５％。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２日）结束。 具体情况
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４３，５７５，２７８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１６，５６９，１３１．６６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７４，７２２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３７１，３６８．３４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４６，３５０，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３０，３５９，５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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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４，６３６，５９３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５％。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７４，７２２股，包销金额为３７１，３６８．３４元，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比例为０．０８％。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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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３５１、６６５６８３５３

发行人：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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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阳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２，５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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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６５４号）。

本次发行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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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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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５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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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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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的差额１２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８７．５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１２．５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 根据《浙江润阳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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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１０，６７５．９６９７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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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
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８７．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２．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４８．５％。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５９４００４５０％。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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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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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
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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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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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资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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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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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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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２０２０］３６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４８４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
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
证协发 ［２０２０］１２１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
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２０２０］１１２号）等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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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深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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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５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３１９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６４１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５，０７８，７６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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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８８１，７８０ ５６．７４％ ９，０１６，２５６ ７０．０３％ ０．０３１２８７１１％
Ｂ类投资者 １４，４００ ０．２８％ ４５，０１８ ０．３５％ ０．０３１２６２５０％
Ｃ类投资者 ２，１８２，５８０ ４２．９７％ ３，８１３，７２６ ２９．６２％ ０．０１７４７３４８％

总计 ５，０７８，７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８７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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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

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Ｔ＋３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２１日（Ｔ＋４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浙江润阳新
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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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
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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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６，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７

发行人：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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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兴业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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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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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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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润阳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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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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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持了浙江润阳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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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５５

末“５”位数 ００３４２，２０３４２，４０３４２，６０３４２，８０３４２
末“６”位数 ５９０８０９，７９０８０９，９９０８０９，１９０８０９，３９０８０９，５８６９９３，８３６９９３，０８６９９３，３３６９９３
末“７”位数 ４５０５４４５，７００５４４５，９５０５４４５，２００５４４５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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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５０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1,263.2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文件已于 2020 年 9 月 4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同意（证监许可
〔2020〕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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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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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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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20 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89.48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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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7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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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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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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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8 日（T-1 日，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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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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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三旺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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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7 日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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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奥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１，９６５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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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７号）。 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研奥股份”，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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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数量为１，９６５万股，发行价格为２８．２８元 ／股。 本次发行网上发行１，９６５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２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９，６１６，１４７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５４，７４４，６３７．１６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３，８５３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９５７，３６２．８４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３３，８５３股，
包销金额为９５７，３６２．８４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１７％。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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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０３２６６６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