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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1-053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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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7日 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 38 号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文化中心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建宁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916,558,4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7.47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916,516,1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7.47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42,3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43,6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42,3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1％。
（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

聘请的广东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议案 1.00《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广州老字号振兴基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6,516,4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4％；反对 42,04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664％；反对 42,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96.3336％；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见证意见
广东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郑海珠律师、丁世卓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广东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七日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估

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

13 号）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1 年 9
月 7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下列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
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简称“AMAC 行业指数”）。

代码 名称
000959 首钢股份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银行协商,待该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
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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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
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21-077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在研产品 F-652 新增适应症慢加急性肝衰

竭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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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亿一生物医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亿一”）于 2021 年 9 月 7 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
书》，同意上海亿一就在研产品重组人白介素 22-Fc 融合蛋白（以下简称“F-652”）新增适应症慢加急
性肝衰竭开展 II期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主要内容
产品名称：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 22-Fc融合蛋白
产品研究代号：F-652
剂型：注射用冻干粉针剂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理号：CXSL2101152
通知书编号：2021LP01443
申请类型：新药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1类新药
申请人：亿一生物医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1 年 6 月 22 日受理的注

射用重组人白介素 22-Fc融合蛋白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二、F-652的其他相关情况
1、F-652其他相关情况
F-652 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通过 CHO 细胞表达的重组人白细胞介素 22-Fc（IgG2）融合蛋白，是

上海亿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创（1类创新）生物药。 F-652项目在活性机理上完全模拟人体白
介素 22的活性机理，Fc片段大大延长了白介素 22的半衰期，从而显著提升药物的疗效。

慢加急性肝衰竭（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ACLF）是在慢性肝病基础上，由各种诱因引起以
急性黄疸加深、凝血功能障碍为肝衰竭表现的综合征，可合并包括肝性脑病、腹水、电解质紊乱、感染、
肝肾综合征、肝肺综合征等并发症，以及肝外器官功能衰竭。根据亚太肝病学会(APASL)2019年共识建
议，ACLF是一种慢性肝病基础上出现的急性肝损伤症候群， 表现为 4 周内出现黄疸 (血清胆红素≥

5mg/dl)、凝血异常［国际标准化比值(INR)≥1.5 或 PTA＜40％］，伴随腹水和(或)肝性脑病(HE)患者，具有
28天高病死率。

临床前研究表明，F-652可通过逆转肝内 STAT1/STAT3 激活失衡，促进肝脏再生和减少细菌感染
从而改善 ACLF 小鼠存活率，研究结果发表于国际肝病知名杂志《Journal of Hepatology》上；已有的临
床数据显示 F-652 能够高效地改善中重度肝功能损伤、降低炎症标志物、升高肝再生标志物，且安全
性良好，该研究成果已经发表于国际知名肝病杂志《Hepatology》上，为 ACLF临床有效性研究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F-652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 5项临床研究， 分别为在美国开展的急性移植物
抗宿主病（GvHD）和急性酒精性肝炎（AH）两个适应症的 IIa 期临床试验，以及在澳大利亚和中国，美
国分别开展的三个 I期临床试验，结果均表明 F-652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临床试验均达到预
设目标。 其中，美国两项难治性疾病的临床研究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和急性酒精肝炎（AH）结
果表明，F-652在对抗中重度组织炎症、修复器官损伤等方面具有突出的疗效。 2019年 10月 F-652被
FDA 授予治疗 GvHD 的孤儿药资格，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
股子公司在研产品获得美国 FDA 孤儿药资格认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2）；AH 疗效结果也在
国际知名肝病杂志《Hepatology》 上刊发， 具体信息可参阅杂志电子期刊 https://doi.org/10.1002/hep.
31046。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后，尚需开展并完成临床试
验等相关研究工作，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2、同类药品市场情况
ACLF是肝衰的主要形式，在慢性肝病基础上患者发生急性失代偿甚至是急性的多器官衰竭。 中

国及欧美的诊断标准有比较大的差异，中国侧重于早发现早治疗。 在中国，慢性肝病基础上 4 周内发
生急性失代偿就属于 ACLF；在欧美标准下，急性失代偿基础上的多器官衰竭是判断 ACLF的标准。 因
此中国慢加急性肝衰竭的病人数远多于欧美。目前的治疗手段主要是病因治疗以及对症治疗。比如中
国 ACLF以乙肝病人为主，治疗方法主要以抗病毒治疗+并发症治疗。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全球暂无针对 ACLF 的特异性治疗手段，共有 8 个在研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
段，其中国外有 2个进入 II期阶段，但尚未入组。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 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

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后续能否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上市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8 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1-126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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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黄红云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本人

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办理了部分股份质押业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质 押 到 期

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
途

黄红云 是 972.00 1.66% 0.18% 否 是 2021 年 9
月 3日

至解除 质
押登 记日
止

国泰君
安

资 金 需
求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控股”）及一致行动

人重庆虹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淘公司”）、黄红云先生、陶虹遐女士、黄斯诗女士所持质
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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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科
控股 38,683.61 7.24% 12,619.00 32.62% 2.36% 0 0% 0 0%

虹淘
公司 37,167.00 6.96% 0 0% 0% 0 0% 0 0%

黄红云 58,648.73 10.98% 45,452.23 77.49% 8.51% 0 0% 0 0%
陶虹遐 13,293.67 2.49% 0 0% 0% 0 0% 0 0%
黄斯诗 12,358.56 2.31% 0 0% 0% 0 0% 0 0%
合计 160,151.57 29.99% 58,071.23 36.26% 10.87%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1、公司于 2021年 7月 9日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详见

公告：2021-088号）。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

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将采取
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补充现金等措施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质押的证明文件；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七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1-125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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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公司已于 2021年 8月 28日发布《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1-120号）。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发布关于召
开 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21年 8月 26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公司 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 9月 13日（周一）下午 16点，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9月 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3 日（现场股东大

会召开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1年 9月 13日 9:15－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表决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2、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股权登记日：2021年 9月 7日
（七）出席对象：1、凡于股权登记日（2021 年 9 月 7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3、公司聘请的律
师；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重庆市两江新区龙韵路 1号 1幢金科中心 27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1、审议《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开展债券融资的议案》；
2.1、融资额度及种类；
2.2、发行时间及方式；
2.3、发行期限及品种；
2.4、募集资金用途；
2.5、票面利率及确定方式；
2.6、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2.7、担保事宜；
2.8、上市场所；
2.9、决议有效期；

2.10、授权事项。
上述议案中，议案 1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 2需逐项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上述议案 1 为影响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披露。
三、议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编码示例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开展债券融资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
议案数：（10）

2.01 融资额度及种类 √
2.02 发行时间及方式 √
2.03 发行期限及品种 √
2.04 募集资金用途 √
2.05 票面利率及确定方式 √
2.06 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
2.07 担保事宜 √
2.08 上市场所 √
2.09 决议有效期 √
2.10 授权事项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凡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和深圳证券账户卡，受托代理人出席还

需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深圳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
人资格和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传真信函登记时间：2021年 9月 8日至 2021年 9月 9日工作时间
3、登记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龙韵路 1号 1幢金科中心 22楼，邮编：401121
4、会议联系电话（传真）：（023）63023656
联系人：石诚、袁衎
5、会议费用：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 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九月七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56；投票简称：金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9月 13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9月 1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的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样本）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金科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位）已充分了解本次会议有关
审议事项及全部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下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
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开展债券融资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10
2.01 融资额度及种类 √
2.02 发行时间及方式 √
2.03 发行期限及品种 √
2.04 募集资金用途 √
2.05 票面利率及确定方式 √
2.06 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
2.07 担保事宜 √
2.08 上市场所 √
2.09 决议有效期 √
2.10 授权事项 √

委托人签名（委托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单位）股东账号：
委托人（单位）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

证券代码：600368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临 2021-024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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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进行换届选举，近日公司工会组织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经民主选举，何圣先生、李铭森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个人简历公告附件）。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选举的 2 名职工监事将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的 4名监事共同组成第十届监事会， 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组成第十届监事会之日起
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9 月 8 日

附件：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以姓氏拼音为序）

何圣简历
一、基本情况
何圣，男，1983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法学专业，经济学学士，大学本科学

历。
二、工作经历
2009年 2月至 2013年 7月，就职于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任海外市场部市场专员职务；
2013年 8月至 2017年 3月，就职于广西南宁玉柴马石油润滑油有限公司，任董事会秘书职务；
2017年 4月至 2019年 4月，就职于广西玉柴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任法务总监职务；
2019年 4月至 2019年 11月，就职于广西玉柴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兼法务总监职务；
2019年 11月至 2020年 5月，就职于广西玉柴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任总法律顾问职务；
2020年 5月至今,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副经理（主持全面工作）。
李铭森简历
一、基本情况
李铭森，男，壮族，1989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金融工程专业，经济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

师。
二、工作经历
2011年 7月至 2015年 3月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投资管理员；
2015年 3月至 2016年 3月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部证券管理员；
2016年 3月至 2019年 10月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部副经理；
2019年 10月至今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
2015年 4月至今兼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1-060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 122243、113009 债券简称: 12广汽 02、广汽转债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时“广汽转债”转股连续

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 年 9 月 13 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1 年 9 月 17 日）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

股。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1、本公司 2021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简称“本次权益分派”）以截至股权登记日（2021 年 9 月 17

日）下午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05元（含税）；

2、本公司 2021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1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69 次会议审
议通过，该决议公告刊登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将根据《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发行条款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1、本公司将于 2021年 9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有关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2、自 2021年 9月 13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1年 9月 17 日）间，可转债转股将停止交

易，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1 年 9 月 17 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可转债转股恢复交易，欲享受
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 2021年 9月 10日之前（含 2021年 9月 10日）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83151139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1-055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2020 年年度报告前 5 大客户资料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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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经事后核查，因工作人员统计
失误，上述报告中部分内容有误，现予以更正，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一、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五页“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

况”之“公司前 5大客户资料”
更正前：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557,373,610.89 38.68%
2 山西易高煤层气有限公司 180,462,308.04 12.52%
3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71,229,211.84 11.88%
4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24,036,354.57 8.61%
5 沁水县浩坤煤层气有限公司 70,150,689.43 4.87%
合计 -- 1,103,252,174.77 76.56%

更正后（更正部分以黑体加粗显示）：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511,081,613.12 35.47%

2 山西易高煤层气有限公司 180,462,308.04 12.52%

3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36,389,890.42 9.47%

4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28,465,049.99 8.92%

5 沁水县浩坤煤层气有限公司 70,150,689.43 4.87%

合计 -- 1,026,549,551.00 71.25%

二、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不涉及对财务报表的调整，

对公司 2020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未造成影响。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进一步强化披露信息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1-123
债券代码：128138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合全资
子公司广东侨银碳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预中标约 1.16 亿元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垃

圾分类全覆盖服务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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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广东侨银碳资源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联合投标，预中标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垃圾分类全覆盖服务项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垃圾分类全覆盖服务；
2、采购人：佛山市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3、采购代理机构：广东中汇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项目总金额：115,994,508.85元；
5、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3年；
6、服务内容：本项目为垃圾分类全覆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垃圾分类协管服务、公共机构垃圾分

类智能投放设施维护运营、设施设备配套服务和宣传活动及宣传服务等，以及项目有关其他要求。
二、 项目公示的内容
详见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foshan.gov.cn/）发布的《垃圾分类全覆盖服务结果公告》。
三、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公示的项目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对后续市场开拓产生积极影响，并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 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取得垃圾分类全覆盖服务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公司能否取得《中标通知

书》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8 日

深圳市显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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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显盈科技”、“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１，３５１．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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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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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８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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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
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３５１．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４７．５８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
发行１，３５１．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０％。

根据《深圳市显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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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深圳市显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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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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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位数 ８７４９４ ０７４９４ ２７４９４ ４７４９４ ６７４９４ １３４０１ ３８４０１ ６３４０１ ８８４０１
末“６”位数 ２８８７１２ ４８８７１２ ６８８７１２ ８８８７１２ ０８８７１２ ３１５３６８
末“７”位数 ７７５０２４９ ２７５０２４９ ９１９９６５４
末“８”位数 ５９１００５６５
末“９”位数 ２４９２８７４９９ ０２２１４７０７７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显盈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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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０２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显盈科技Ａ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Ｔ＋２日）公告的
《深圳市显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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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９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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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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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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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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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邦股份”、“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3,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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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738 号文核准，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美邦股份”， 股票代码为
“60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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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份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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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2.69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380.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02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352.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3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3,042.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9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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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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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66,80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85,354,717.3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3,19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75,0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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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9,42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2,884,890.5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7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309.44
未缴纳认购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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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数量
（股）

应缴金额
（元）

实缴金额
（元）

实际配售
数量（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购
数量（股）

1 亓瑛 亓瑛 144 1, 827.36 0 0 0 144
2 张工 张工 144 1, 827.36 0 0 0 144
3 徐江华 徐江华 144 1, 827.36 0 0 0 144

4
西安工业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西安工业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144 1, 827.36 0 0 0 144

合计 576 7, 309.44 0 0 0 57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53,774 股，包销金额为 682,392.06 元，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6%。

2021 年 9 月 8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
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给
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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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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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1-52523076、021-52523077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8 日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1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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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7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
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联席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维
远股份”，股票代码为“60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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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29.56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13,75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9,62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12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375.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37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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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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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22,22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651,316,941.4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27,77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733,0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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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7,831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06,385,884.3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169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4,115.64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
对象 证券账号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胡明越 胡明越 A118676493 542 16,021.52 16,021.50 1
2 亓瑛 亓瑛 A443553321 542 16,021.52 - 542
3 徐江华 徐江华 A220319332 542 16,021.52 - 542
4 张工 张工 A119572120 542 16,021.52 - 542
5 朱萌 朱萌 A156794472 542 16,021.52 - 542

合计 2,710 80,107.60 16,021.50 2,169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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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29,945 股，包销金额为 6,797,174.20 元。 联席主承销商包
销比例为 0.17%。

2021 年 9 月 8 日（T+4 日），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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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
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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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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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026�2367
邮箱地址：project_wyhxecm@citics.com

发行人：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8 日

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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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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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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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中粮工科
（二）股票代码：30105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51, 227.42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0, 196.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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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无锡市惠河路186号
法定代表人：姚专
联系电话：0510-85889571
传真：0510-85577756
联系人：段玉峰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联系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联系人：魏世玉

发行人：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