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599��������证券简称：天合光能 公告编号：2021-031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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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4月 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 2号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普通股股东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70,249,6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70,249,6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0.76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0.7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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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高纪凡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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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出席 8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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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70,246,512 99.9998 3,144 0.000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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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70,246,512 99.9998 3,144 0.000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的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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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70,246,512 99.9998 2,644 0.0001 5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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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70,246,512 99.9998 2,644 0.0001 5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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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70,242,312 99.9995 7,344 0.000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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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70,242,312 99.9995 6,844 0.0004 5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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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70,241,812 99.9995 7,844 0.000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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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70,246,512 99.9998 2,644 0.0001 500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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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786,332,027 99.9996 3,144 0.000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申请银行授信、融资及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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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670,246,512 99.9998 3,144 0.000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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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
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的议案

585,839,221 99.9987 7,344 0.0013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585,838,721 99.9986 7,844 0.0014 0 0.0000

8 关于公司续聘 2021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585,843,421 99.9994 2,644 0.0004 500 0.0002

9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82,377,855 99.9991 3,144 0.0009 0 0.0000

1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申请
银行授信、 融资及对外
担保额度的议案

585,843,421 99.9994 3,144 0.000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议案中，议案 10 为特别决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

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 上述议案中，议案 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高纪凡、江苏盘基投资有限公司、天合星元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江苏清海投资有限公司、常州凝创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携创实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赢创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锐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
州天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春艳、江苏有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天崑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3. 上述议案中议案 5、议案 7、议案 8、议案 9、议案 10进行了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陆顺祥、朱意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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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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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财达证券”）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50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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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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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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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定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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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00,000,000股，全部为新股，
不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50,000,000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0,0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根据《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2173.08倍，高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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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0,000,000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50,0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13805292%。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财达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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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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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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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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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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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4月20日（T+1

日）上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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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了财达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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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
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位数 668
末“4”位数 9900，4900，0087
末“5”位数 08299，20799，33299，45799，58299，70799，83299，95799
末“7”位数 8359143，6359143，4359143，2359143，0359143
末“8”位数 89706902，39706902
末“9”位数 101107647，264718145，12674826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财达证券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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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1,000股财达证券A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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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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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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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9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 披露的3,03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52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有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其余3,031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51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
网下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账户名称 证券账户号码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价格（元/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1 梁丰 梁丰 A148357428 3.76 1590
2 梁剑文 梁剑文 A258148082 3.76 1590

3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港湾马拉松8号
私募投资基金

B882229641 3.76 1590

4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东方港湾马拉松27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3300246 3.76 1590

5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B881801754 3.76 1590

6 朱新爱 朱新爱 A660916763 3.76 159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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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19,804,690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和社保基金（公募养老社保类）有效申购数量为5,239,470万股，占本
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26.46%；年金保险资金（年金保险类）有效申购数
量为3,146,61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15.89%；其他类型投资者
（其他类） 有效申购数量为11,418,610万股， 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57.66%。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
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总量的比例 获配股数（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的比例 获配比例

公募养老社保类 5, 239, 470 26.46% 25, 035, 597 50.07% 0.04778269%
年金保险类 3, 146, 610 15.89% 10, 019, 677 20.04% 0.03184277%
其他类 11, 418, 610 57.66% 14, 944, 726 29.89% 0.01308804%
合计 19, 804, 690 100.00% 50, 000, 000 100.00% 0.02524655%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公布
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1,529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
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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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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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新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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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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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６０４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３，３３３，４００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４．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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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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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６，６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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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３３，４００股，
占本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５００，０００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根据《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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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１０，５７３．７７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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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６７，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１７，１６６，４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６，１６７，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６０９４４３６２％。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Ｔ＋２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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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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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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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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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９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
公告》中披露的３４０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５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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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申购数量为７，１１５，７８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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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４，０８６，６５０ ５７．４３％ １２，０３６，０９５ ７０．１１％ ０．０２９４５２２２８６％
Ｂ类投资者 １３，０００ ０．１８％ ３０，５８９ ０．１８％ ０．０２３５３０００００％
Ｃ类投资者 ３，０１６，１３０ ４２．３９％ ５，０９９，７１６ ２９．７１％ ０．０１６９０８１４３９％

总计 ７，１１５，７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１６６，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１２４４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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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４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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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４１，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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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新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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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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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６０４号）。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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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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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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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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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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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０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
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８７３７
末“５”位数 ０３７４５ ２３７４５ ４３７４５ ６３７４５ ８３７４５ １２３８１
末“７”位数 ９４９８３３９ １４９８３３９ ３４９８３３９ ５４９８３３９ ７４９８３３９ ９５７０８８６ ２０７０８８６ ４５７０８８６ ７０７０８８６
末“８”位数 １９５７５７７７ ４４５７５７７７ ６９５７５７７７ ９４５７５７７７
末“９”位数 ０９９１６２１７９ １２３５４８５５２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致远新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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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３４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股致远新能Ａ股股票。

发行人：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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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9 号文核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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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知香”，股票代码为“605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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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
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28.53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5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1,500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00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40.00%；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383529%。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T+2 日）完成。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
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达
获配通知。

一、网上网下缴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供的数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2,455,59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40,658,153.8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4,40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66,846.12
（二）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经核查确认，3,12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3,327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

照《发行公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
缴纳了申购款。 另有 4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

数量 396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11,297.88 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99,60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1,313,702.1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9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297.88
未按时缴纳认购资金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
配数量
（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实际配
售数量
（股）

放弃认
购数量
（股）

1
海宁拾贝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海宁拾贝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拾贝
收益投资基金

108 3, 081.24 0 0 108

2
海宁拾贝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海宁拾贝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拾贝
探索投资基金

108 3, 081.24 0 0 108

3 郭彦超 郭彦超 90 2, 567.70 0 0 90
4 黄跃华 黄跃华 90 2, 567.70 0 0 9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
次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44,800 股， 包销金额为
1,278,144.00 元，包销比例为 0.18%。

2021 年 4 月 21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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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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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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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021-38676888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 号 37 层

发行人：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1 日

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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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文电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35,079,567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于2020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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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2021年3月17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
许可〔2021〕825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5,079,567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价格为15.83元/股，不高于网下投资者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通过公开募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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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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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1,753,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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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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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5,082,067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997,500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根据《苏文电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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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苏文电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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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9,389.78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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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份20%（7,016,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17,013,500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8,066,067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51.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81236945%,申购倍数为5,517.63882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4月19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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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95,49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69,038,622.53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8,00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85,0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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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6,06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85,985,8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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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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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207股，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10.01%，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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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8,009股，包销金额为285,082.47元，包销比
例为0.0513%。

2021年4月2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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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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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60833699
邮箱地址：project_swdn@citics.com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