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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派发 2020 年度末期股息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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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股息红利人民币 1.810 元（含税）。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所得税，派发现金股息红利每股人民币 1.810 元（含

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沪股通股东派发现金
股息红利每股人民币 1.629 元（税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7/9 － 2021/7/12 2021/7/12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获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于 2021 年 6 月 26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0 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 股全体股东。
本公司 H 股股东的现金股息红利派发不适用本公告。 H 股股东现金股息红利派发安排请

查阅本公司《2020 年度报告》及 2021 年 6 月 25 日的 H 股公告。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9,868,519,955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股息红

利人民币 1.81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息红利人民币 35,962,021,118.55 元（含税）。 其中，A
股股本 16,491,037,955 股，派发 A 股现金股息红利人民币 29,848,778,698.55 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7/9 － 2021/7/12 2021/7/1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 A 股股票的股东（“沪

股通股东”）， 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以人民币向沪股通股东名
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息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财税
〔2012〕85 号《通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A 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所得税，派发现金股息
红利每股人民币 1.810 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财税〔2012〕85 号《通知》
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现金股息红利，由本公
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 号）（“国税函〔2009〕47 号《通知》”）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红利每股人民币 1.629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国税函〔2009〕47 号《通知》的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
QFII 股东执行。

对于沪股通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财税〔2014〕81 号《通知》”），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红利每股人民币 1.629 元。 如相关投资
者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 号
《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除上述 QFII、RQFII、沪股通股东之外的 A 股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的现金股息红利所得
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红利每股人民币 1.810 元（含税）。

本公司 H 股股东的现金股息红利派发及扣税安排请查阅本公司《2020 年度报告》。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8131088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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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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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普通股每股现金红利 0.301 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7/8 － 2021/7/9 2021/7/9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本公司 2021 年 5 月 28 日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0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 15,387,223,983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30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631,554,418.88 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7/8 － 2021/7/9 2021/7/9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 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 号）的规定，对于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以上规定，本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01 元；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本公司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按 10%的税
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2709 元。 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等规定执行。

（3）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A 股的
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2709 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
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
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公司普通股股东（含机
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301 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5238570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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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
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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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共计 127名。 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83,584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174,500股，合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 658,08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650%。

2、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1年 7月 7日。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科微”）于 2021年 6月 25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第二个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了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股份上市流通事宜，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实施简述
1、 标的股票种类：限制性股票；
2、 标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普通股（A股）股票
3、 激励对象：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159人。 包括公司（包括公司、控股子公

司、指定参股子公司或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包括港澳台及外籍员
工）。

4、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171,000
股（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计算为 1,866,315股），授予价格为 23.07元 /股。

5、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9年 5月 10日，上市日期为 2019年 5月 21日。
（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实施简述
1、标的股票种类：限制性股票；
2、标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普通股（A股）股票
3、激励对象：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15人。 包括公司（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

指定参股子公司或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包括港澳台及外籍员工）。
4、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48,600股，

授予价格为 29.76元 /股。
5、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0年 1月 20日，上市日期为 2020年 2月 19日。
（三）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9年 1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9年 1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查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

3、2019年 1月 31日至 2019年 2月 11日，公司通过公司OA办公系统发布了《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公示的公告》， 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名
单及职位予以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 2月 19日，公司披露了《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2019年 2月 19日，公司对《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进行了公告。

4、2019年 2月 21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19年 5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2019年 5月 10日为
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59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授予 1,171,000股限制性股票，预留限制性股票为不超
过 292,700股（最终以实际认购数量为准）。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与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6、2019年 5月 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至此，
公司已完成 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
期为 2019年 5月 21日。

7、2019年 10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数量及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2019年 11月 15日召开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因江桥、李进、倪昕、祝博及朱海华等其中 5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该 5名激励对象已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回购
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9,922股限制性股票并予以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回购注销出具了专业意见。 2020年 2月 10日，公司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8、2020年 1月 2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9年 6月 21日实
施完毕， 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数量由不超过 292,700 股调整为不超过 466,499
股；同时，以 2020年 1月 20日为授予日，向 17名激励对象授予 466,400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数量的调整和授予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9、2020年 2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
成的公告》，在认购款缴纳阶段，激励对象彭宝先、罗影 2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全部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合计 17,800股，其余授予对象人员及份额不变，故公司本次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
予的激励对象实际为 15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实际为 448,600股。 至此，公司已完成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20年 2月 19
日。

10、2020年 5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数量及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共计 8人（含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1人）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拟回购注销共计 105,498股限制性股票（含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80,000股）。 本次回
购注销相关事项已由公司于 2020年 6月 12日召开的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回购注销手
续已于 2020年 8月 10日办理完成。

11、2020年 5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共计 147名。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46,20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029%，该部分股票已于
2020年 6月 2日上市流通。

12、2021年 6月 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数量及价格和预留授予部分回购价格
的议案》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首次授予部分 31人、预留授予部分 3人（其中 1人既
是首次授予对象又是预留授予对象）共计 33名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资格，拟回购注销共计 210,541股限
制性股票（含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27,400股）。

13、2021年 6月 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27名。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58,08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650%。

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说明

1、解除限售情况说明
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9 年 5 月 10 日， 上市日期为

2019年 5月 21日。 根据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除限售，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首次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30%。

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0 年 1 月 20 日， 上市日期为
2020年 2月 19日。根据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分两期解锁，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限制性
股票授予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解除限售比例为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50%。

2、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
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5、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成为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 ；
2、 成为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 、
父母 、子女；
3、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4、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5、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
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6、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
7、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8、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不得参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

（三）公司业绩考核达到以下条件：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别在公司满足如下业绩条件时分 3 次解锁：
解锁期 业绩条件

第一个解锁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
以 2018 年净利润为基数，2019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
以 2018 年营业收 入为基数 ，2019 年营业收入 增 长 率 不 低 于
10%。

第二个解锁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
以 2018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0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
以 2018 年营业收 入为基数 ，2020 年营业收入 增 长 率 不 低 于
20%。

第三个解锁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
以 2018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0%；
以 2018 年营业收 入为基数 ，2021 年营业收入 增 长 率 不 低 于
40%。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别在公司满足如下业绩条件时分 2 次解锁：
解锁期 业绩条件

第一个解锁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
以 2018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0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
以 2018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2020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 于
10%。

第二个解锁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
以 2018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0%；
以 2018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 于
40%。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审 计 ， 公 司 2020 年 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73,093.44 万 元 ， 较 2018 年 营 业 收 入
40,010.77 万元增长 33,082.67 万元 ，增长率
为 82.68% ； 公 司 2020 年 度 实 现 净 利 润
7,085.56 万元 ， 较 2018 年净利润 5,617.10
万元增长 1,468.46 万元，增长率为 26.14%。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已达到本次激励计
划规定的考核指标。

（四）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公司达到上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以及个人岗位
绩效考核达标的前提下，才可解锁 。 具体解锁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确定 。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评结果按照 S（杰出贡献者 ）、A（优秀贡献者 ）、
B+（扎实贡献者）、B（一般贡献者）、C（较低贡献者 ）和 D（不合格 ）五个考核等级
进行归类 ，各考核等级对应的考核分数和可解锁比例如下：
考核等级 S/A/B+/B C D
个人年度考核系数 1 0.5 0

除 1 人 2020 年度个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D
等级 ，不符合解锁要求外，本次解锁的激励
对象在 2019 年年度个人层面的考核结果
均为 B 及以上 ，满足个人层面考核要求。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
限售期已届满，业绩指标等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满足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
第二个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同意公司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
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相应的解除限售手续。

三、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1年 7月 7日。
2、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中周士兵先生、徐泽兵先生、龚静女士、黄然先生、万鹏先生 5人既是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又是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因而符合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共计 127人，首次授予第
二个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83,584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174,500股，合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58,08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650%。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首 次 授 予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股）

第一 期 已 解 除 限
售 的限制 性 股 票
数量 （股）

本次 可 解 除 限 售
的 限制 性 股 票 数
量（股）

剩 余 未 解 除 限 售
的 限制 性 股票 数
量（股）

周士兵 董事、副总经理 133,718 40,115 40,115 53,488
徐泽兵 董事、副总经理 132,284 39,685 39,685 52,914
龚静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32,284 39,685 39,685 52,914
黄然 董事会秘书 132,284 39,685 39,685 52,914

林裕城 核心骨干员工
（外籍员工） 12,750 3,825 3,825 5,100

张柏坚 核心骨干员工
（外籍员工） 159,378 47,813 47,813 63,752

核心管理人员 、核心骨干员工
（114 人） 909,412 272,776 272,776 363,860

合计 1,612,110 483,584 483,584 644,942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预 留 授 予 限 制 性
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剩 余 未 解 除 限 售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股）

周士兵 董事、副总经理 15,800 7,900 7,900
徐泽兵 董事、副总经理 15,600 7,800 7,800
龚静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5,600 7,800 7,800
黄然 董事会秘书 15,600 7,800 7,800

Guangfeng Wang 核心骨干员工
（外籍员工） 80,000 40,000 40,000

核心管理人员 、核心骨干员工（7 人） 206,400 103,200 103,200
合计 349,000 174,500 174,500

注 1：公司于 2019年 6月 21日实施了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112,935,668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937787股。上述表格中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均为资本公
积金转增后的股份数量。 因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在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之后，故预
留授予部分数量无需调整。

注 2：解锁时个人股数不足 1股的，均舍去小数位，保留整数位。
注 3：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中周士兵、徐泽兵先生为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龚静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

财务总监，黄然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可转让额度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剩余
股份将进行锁定，同时须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
的相关规定。

注 4：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上市公司高管可转让额度表》，截至 2021年
6月 28日，周士兵先生可转让股份的法定额度为 35,155股，其目前持有流通股数量为 31,215股，两者差为
3,940股， 故其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3,940股， 其余 44,075股由股权激励限售股转为高管锁定
股。

注 5：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上市公司高管可转让额度表》，截至 2021年
6月 28日，徐泽兵先生、龚静女士、黄然先生可转让股份的法定额度均为 36,971股，三位目前持有流通股数
量均为 36,971股，两者差为 0股，故三位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均为 0股，三位所持的共计 142,455
股由股权激励限售股转为高管锁定股。

四、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716,793 4.28% -471,554 7,245,239 4.02%
高管锁定股 6,073,506 3.37% +186,530 6,260,036 3.47%
股权激励限售股 1,643,287 0.91% -658,084 985,203 0.5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72,600,849 95.72% +471,554 173,072,403 95.98%
三、股份总数 180,317,642 100.00% — 180,317,642 100.00%

注 1：本公告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 2：上述变动情况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下发的为准。
五、备查文件
1、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二期、 预留部分第一期解锁暨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数量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
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 日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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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读客文化”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4,00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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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971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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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1.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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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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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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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0.8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1.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60.15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4,001.00万股，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读客文化于2021年7月2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读客文化”股票760.15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7月6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读客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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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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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读客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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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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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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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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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569,619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81,361,618,500股，配号总数为162,723,237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6272323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读客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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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36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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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20%（800.20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440.6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1.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560.35万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39.0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91779617%，申购倍数为5,214.31849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7月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54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7月6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5日

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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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7

月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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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密封科技
（二）股票代码：30102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4,64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3,660万股，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锁定安排的

股票数量为1,887,144股，限售期为6个月，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
为34,712,856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APEC科技工业园冰轮路5号
联系人：于秉群
电话：0535-6856557
传真：0535-6858566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曾军、贾磊
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5日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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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达环保”、“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３６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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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０５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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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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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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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２，３６７．００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１８．３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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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网下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７４．１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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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４．５５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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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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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６日（Ｔ－１日）９：００－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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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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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７月５日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 年 7 月 6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
披露于以下六家信息披露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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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英诺激光
（二）股票代码：30102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51,645,082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38,000,000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二路 8号清溢光电大楼 305（办公场所）
联系人：张鹏程
电话：（0755）86353200
传真：（0755）8635500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 2026号能源大厦南塔楼 10-19层
联系人：姜南雪
电话：（0755）23934001
传真：（0755）28801392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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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车辆（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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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车辆”或“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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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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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1]
1719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集车辆”，股票代码为“30103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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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6.96 元 / 股， 发行数量为
25,26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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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 68,965,516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7.3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的差额 6,814,484�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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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7.0484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74%；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536.4000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26%。根据《中集车辆（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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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1.21837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3,672.7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154.3484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74%；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7,209.1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26%。回拨后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2820324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7 月 1 日（T+2 日）结束。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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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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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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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68,965,516 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27.30%。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由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8,965,516 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7.3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6,814,484�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2021年 6月 23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4,367,816 99,999,999.36 12个月

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5,862,068 179,999,993.28 12个月

3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28,735,632 199,999,998.72 12个月

合计 68,965,516 479,999,991.36
注：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办理工商变

更，将名称改为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除名称变更外，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股东结构、经营范围等其他工商信息未发生变更，实际投资主体未发生变化。中央企业
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已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申请备案变更，将名称从中
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1,988,02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01,036,660.9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2,97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16,699.0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1,543,48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76,342,64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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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6,439 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0%，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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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02,974股，包销金额为 716,699.04元。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4%。

2021年 7月 5日（T+4日），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
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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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

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发行人：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