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AA44 2021 年 1 月 28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603390 证券简称：通达电气 公告编号：2021-009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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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0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700万元~5,50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874.88万元~10,674.88万元，同比降幅 61.74%~
74.26%。

● 公司预计 2020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00 万元~
2,80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1,223.92万元~12,123.92万元，同比降幅 80.03%~86.45%。

一、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核算， 预计 2020年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00 万元~

5,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减少 8,874.88万元~10,674.88万元，同比降幅 61.74%~74.26%。
2、经财务部门初步核算，预计 2020年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900万元~2,8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减少 11,223.92 万元~12,123.92 万元， 同比降幅

80.03%~86.45%。
（三）本次业绩预告涉及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 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19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74.88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023.92万元。
（二）每股收益：0.53元。
三、 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公司核心业务为客车车载软硬件产品及服务，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共交通出行需求减

少，客车行业尤其是城市公交受到较大冲击，客车销量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客车行业整体市场需
求减少，导致公司订单减少、营业收入下降；同时，公司 2020 年持续加大产品研发等投入，研发费用等
同比上升，导致公司净利润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四、 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 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财务数据以经审计

后，公司于 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8 日

股票代码：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1-00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

发行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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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行”）近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专项金融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并于 2021年 1月 26日发行完毕。
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 200亿元，品种为 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 3.30%。本次债

券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专项用于发放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本次债券的成功发行是本行推进普惠金融战略，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支持的重要举措。 本行将以

本次债券发行为契机，秉持“数字、平台、生态、赋能”的普惠金融发展理念，依托金融科技和数字化方
式，不断创新完善服务小微企业的产品体系、经营模式、体制机制，有力下沉服务重心，纵深推动普惠
金融战略提档升级，打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全生态，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0143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7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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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2021 年 1 月 26 日和 2021 年 1 月 27 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及向控股股东核实，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2021 年 1 月 26 日和

2021年 1月 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和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内部生产经营

秩序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书面征询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

及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近期公司股价波动幅度较大，而公司的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的交易风险。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

息均以上述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
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1-00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1年 1月 27日，公司完成 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发行。 本期债券名称为“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为“21 广发 02”，债券代码为
“114911”，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0亿元，票面利率为 3.50%，期限为 392天。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关报备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601288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21-006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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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
通知，于 2021年 1月 27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12名，实际出席董事 12 名。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张青松副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优先股二期 2020-2021年度股息发放事宜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2票，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本行将于 2021年 3月 11日（周四）向截至 2021 年 3 月 10 日（周三）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体农行

优先股二期（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代码：360009）股东派发 2020-2021年度现金股息。 按照票面股息率
4.84%，每股优先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派发现金人民币 4.84 元（含税），4 亿股合计派息人民币 19.36
亿元（含税）。

具体实施情况将另行公告。
二、2021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安排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2票，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21-005
债券代码：128118 债券简称：瀛通转债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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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黄晖先生的通
知，获悉黄晖先生提前解除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是 否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份股数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黄晖 是 1050.00 27.70% 8.62% 2020年 6月 19日 2021年 1月 26日
华润深国投
信托有限公
司

合计 - 1050.00 27.70% 8.62% - - -
注:总股本以 2021年 1月 26日 121,805,266股计算。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黄晖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左贵明、曹玲杰、左

娟妹、左美丰、黄修成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黄晖 3,790.58 31.12% 970.38 25.60% 7.97% 0 0.00% 0 0.00%
左笋娥 749.09 6.15% 500.00 66.75% 4.10% 0 0.00% 0 0.00%
左贵明 337.96 2.77% 100.00 29.59% 0.82% 0 0.00% 0 0.00%
曹玲杰 310.24 2.55% 160.00 51.57% 1.31% 0 0.00% 0 0.00%
左娟妹 310.24 2.55% 0.00 0.00% 0.00% 0 0.00% 0 0.00%
左美丰 232.68 1.91% 62.00 26.65% 0.51% 0 0.00% 0 0.00%
黄修成 100.68 0.83% 0.0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5,831.47 47.88% 1,792.38 30.74% 14.72% 0 0.00% 0 0.00%
注:(1)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2)总股本以 2021年 1月 26日 121,805,266股计算。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3、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8 日

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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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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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64号文注册同意，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

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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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为1,347.4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1,347.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2、本次发行价格为51.47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2021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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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服务业（L72）” 。截至2021年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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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0倍。本次发行价格5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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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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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1月27

日（T-3日））。

3、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2021年2月1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

13:00-15:00。投资者在2021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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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

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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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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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当网上投资者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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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1,347.40万股，无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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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7元/股

发行对象

2021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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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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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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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日）

发行人注册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安化路492号1幢707室

发行人联系电话 021-32508752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

系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68号B座2101、2104A室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

系电话
010-85120190

发行人：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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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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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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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7.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100%。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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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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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9日（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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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北京凯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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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因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４，２４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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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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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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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２４６万股。初始战略配售预
计发行数量为２１２．３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
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２，１０７，４８１股，占发行总量的４．９６％。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的差额１５，５１９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８，２５１，５１９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１％；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０１，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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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凯因科技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凯因科技”Ａ股１，２１０．１０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Ｔ＋
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
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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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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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企业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

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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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
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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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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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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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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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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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５，１６１，５８３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５３，８３９，４０７，０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４７６１０％。 配号总数
为１０７，６７８，８１４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７，６７８，８１３。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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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９．１７倍，超过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将４，０３５，５００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２４，２１６，０１９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１６，１３６，５００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９．９９％。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
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９９７１５４％。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Ｔ＋２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

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子园”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8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0﹞3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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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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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87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2,32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48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04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1月27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李子
园”A股股票1,548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和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的规定，并于2021年1月2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1
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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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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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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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报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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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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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948,368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123,893,970,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249455%， 配号总数为
123,893,970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23,893,96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003.49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87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48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回拨后本
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81127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月28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

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2021年1
月2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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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卡龙”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5,1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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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1]64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商证券” 、“保荐机构” 或“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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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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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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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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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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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价中位数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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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卡龙珠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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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为5,100.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本
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20,40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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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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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权平均数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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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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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1.5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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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5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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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3日（T+2日）刊登
的 《曼卡龙珠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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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9日（T-1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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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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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黄金”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8, 0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
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
3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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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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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8, 000.0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 6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 4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99元/股。

中国黄金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国黄金” A 股股票 5, 400.0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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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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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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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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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报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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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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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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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 974, 35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230, 057, 582, 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347238%。 配号总数为230, 057, 582个，号码范围为100, 000, 000, 000-
100, 230, 057, 58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 260.33 倍，超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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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 8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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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041715%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T+2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