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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05 证券简称：悦达投资 公告编号：临 2021-058号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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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1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 15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3,661,2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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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加网络投票表决两种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由副董事长王圣杰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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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人，出席 9人，董事徐兆军先生因公务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董事会秘书秦大刚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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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273,323,162 99.88 338,100 0.12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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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273,493,162 99.94 168,100 0.06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张乃文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74,683,164 100.37 是

3.02 关于选举杨玉晴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73,323,164 99.88 是

3.03 关于选举徐兆军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73,323,164 99.88 是

3.04 关于选举解子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73,323,164 99.88 是

3.05 关于选举郭如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73,323,164 99.88 是

3.06 关于选举王圣杰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73,323,164 99.88 是

3.07 关于选举王晨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73,323,164 99.88 是

3.08 关于选举王佩萍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73,323,164 99.88 是

4、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蔡柏良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273,340,164 99.88 是

4.02 关于选举周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73,493,164 99.94 是

4.03 关于选举蒋书运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273,493,164 99.94 是

4.04 关于选举卢新国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273,493,164 99.94 是

5、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葛俊兰为公司第十一届
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73,493,164 99.94 是

5.02 关于选举曾玮为公司第十一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 273,493,164 99.94 是

5.03 关于选举李正明为公司第十一届
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73,493,164 99.94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2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颖颖、邵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悦达投资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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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3日，公司完成 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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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其中品种一债券简称为“21 广发 22”，
债券代码为“133127”，票面利率为 2.85%，期限为 388天，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7亿元；品种二债券简称
为“21广发 23”，债券代码为“133133”，期限为 2年期，根据簿记结果，品种二无实际发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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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678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21-084
债券代码：113582 债券简称：火炬转债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事宜的进展公告（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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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苏州雷度电子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1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 2021年度计划为所属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22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为全资子公司及二级全资子公司与其供应商之间的业务交易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2021-030”号、“2021-071”号公告。

一、担保进展的情况
鉴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苏州雷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雷度”）提供的 1 亿元人民币的担

保已到期，2021 年 11月 23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重新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苏州雷度提供最高额 1 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160,756万元，占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公司净资产的 41.22%，无逾期担保。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88138 证券简称：清溢光电 公告编号：2021-024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1 深圳辖区“沟通传递价值，

交流创造良好生态”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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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
由深圳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沟通传递价值，交流创造良好生态”———
2021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参与公司本次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1年 11月 30日 14:00至 17:00。

届时公司董事、总经理朱雪华女士，董事、财务总裁吴克强先生及董事会秘书秦莘女士将通过网
络文字形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21-97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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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1月 23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
证公函【2021】292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相关要求，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23日，公司披露公告称，拟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 4.5 亿元参与北部湾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财险或标的资产）增资扩股，认购后持股比例不超过 16.66%。 北部湾财险
控股股东为广西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投集团），持股比例 20%，为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集团）全资子公司。 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尚需获得银保监会审批，
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日公司公告，拟以不超过 1 亿元认购北部湾财险 2021 年第一期资本
补充债券，投资期限不低于 5年。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6.1条规定，现请你公司进一步核实并
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1.公告披露，公司主营业务为医药制造，北部湾财险为财产保险公司，两者行业差异较大。 公司近
年参与多项关联企业非公开发行及设立基金等，关联交易较为频繁。

请公司：（1）结合增资后标的资产的股权结构及公司未来在标的资产董监高中的人员安排，补充
披露对标的资产的会计核算方式，标的本次增资扩股是否存在其他增资方及具体情况；（2）补充披露
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规划，是否将金融投资作为业务发展方向，说明“跨产业资源整合”的具体表现；（3）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成立以来历年分红情况；（4）结合标的历史业绩表现及投资回报情况、公司战略及
未来业务发展领域进一步说明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后续经营
和业绩产生的影响，并充分提示跨行业投资的风险；（5）结合公司历史关联交易及本次关联交易，明确
说明是否涉嫌向广投集团、金投集团及其他关联方输送利益或提供资金支持，是否损害中小投资者利
益。

2.公告披露，北部湾财险 2020 年及 2021 年 1-8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33.14 亿元、23.51 亿元，净利
润分别为 1.06亿元、-1.46亿元，货币资金分别为 4.30 亿元、6346.57 万元，均波动较大。 此外，评估报
告显示，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金融监管指标中，实际资本、偿付能力充足率、保险保障基金下滑，其中，
2021年 9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89.95%，相较 2020年的 222.61%降幅明显。 综合赔付率、综合成本率

上升且后者持续高于 100%。
请公司：（1）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最近一年一期经营情况，包括保险业务收入构成、业务区域分布情

况、原保费收入情况；（2）补充披露标的最近一年一期主要金融监管指标及行业平均情况；（3）结合同
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补充披露前述金融监管指标出现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标的资产抗风险能力是否充
足；（4）结合分红、经营、投融资情况等说明货币资金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5）结合上述情况进一
步说明今年 1-8月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标的资产盈利能力、偿付能力、承保能力是否具备可持续性；
（6）标的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及担保情况，是否存在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或其
他潜在利益输送情形。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3.公告披露，本次增资扩股采用市场法及收益法进行评估，并最终采用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
评估结论。 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 北部湾财险净资产为 12.59 亿元， 市场法评估价值为
22.72亿元，增值率 80.5%。 每股评估价值为 1.51元/股，中恒集团拟以 1.50元/股认购。（1）请公司补充
披露标的资产历史评估或转让情况，与本次交易定价的差异及原因；（2）市场法评估的具体过程，包括
可比的股权交易案例、价值比率等主要参数、公司股权评估价值的具体计算过程等；（3）收益法评估的
具体计算过程，包括历年收入利润指标及其他主要参数等；（4）结合可比交易标的资产的经营业绩、同
行业情况以及与北部湾财险的对比等，说明评估作价是否公允，评估增值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评
估时是否充分考虑标的业绩亏损的实际情况。 请评估机构发表意见。

4.公告披露，公司拟以不超过 1亿元认购北部湾财险 2021年第一期资本补充债券。请公司补充披
露：（1）上述债券其他认购方及具体情况；（2）标的资产历史发债情况，包括金额、利率、认购方、兑付情
况等；（3）结合相关债券的票面利率、公司历史金融投资金额及回报情况，进一步说明认购上述债券的
必要性及合理性。 相关投资是否涉嫌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输送利益或提供资金支持，是否损害中小
投资者利益。

5.请公司同步披露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
6.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参与北部湾财险增资扩股及认购资本补充债券的必要

性、标的资产估值和作价的合理性、投资支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并结合针对本次增资
所做的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说明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请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公允，
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 5个交易日内就上述事项书面回复我部，并履行相应
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将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4 日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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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５１，６２６，４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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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３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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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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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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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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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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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披露向参与战
略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的股票总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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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５１，６２６，４２５股， 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２５．００％，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
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２０６，５０５，７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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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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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８１，３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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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３１，６０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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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１３，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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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Ｔ＋２日）刊登的《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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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Ｔ－１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Ｔ－１日，周四）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二、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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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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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４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阳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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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21〕3099号文注册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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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2,666.67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
为400.000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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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7815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8.8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65.2190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751.888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72.04%； 网上发行数量为68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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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431.8885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46.60元/股。
根据《深圳市鼎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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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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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4,959.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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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243.2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1,508.688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2.04%；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923.2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7.96%。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
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737705%。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2021年11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1年11月24日（T+2日）16:00前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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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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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
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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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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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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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1年11月25日（T+3日）通
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
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
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
台在线签署的《承诺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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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
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
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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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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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
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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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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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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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获得配售
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1年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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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仪式在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507，1507
末“5”位数： 20245，40245，60245，80245，00245，28986，78986
末“6”位数： 333710，833710，709350
末“7”位数： 3388340，5388340，7388340，9388340，1388340，9426589，4426589
末“8”位数： 47779272，42412042，18689859，48334458

凡在网上申购鼎阳科技首次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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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鼎阳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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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
指引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注册制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
者管理规则》 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202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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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申购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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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
的28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75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数量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3,474,37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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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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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公募产品、
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
年金基金以及保险资
金）

1,723,580 49.61% 10,562,562 70.01% 0.06128269%

B 类投资者（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 24,880 0.72% 108,599 0.72% 0.04364912%

C类投资者 1,725,910 49.68% 4,415,724 29.27% 0.02558490%
合计 3,474,370 100% 15,086,885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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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零股3,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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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互联网

传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1月25日（T+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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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11月26
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深圳市鼎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

括以下两类：
（1）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资本”）；
（2）国信证券鼎信13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鼎信13号资管计划”）。
（二）获配结果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6.60元/

股，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124,266.82万元。根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为10亿元以
上、不足20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国信资本已
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6,000.00万元， 本次获配股数106.6668万股， 获配股数对应金额为
4,970.67288万元，预缴认购资金超过最终获配资金部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2021年11月
22日（T日），依据国信资本缴款原路径退回。

2、鼎信13号资管计划已预缴认购资金6,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128.1147万股，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及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为5,999.995745万元（其中最终获配资金5,970.145020万元，相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29.850725万元），预缴认购资金超过最终获配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部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2021年11月22日（T日），依据鼎信13号资管计划缴款原路
径退回。

3、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万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万元）

合计（万元） 限售期
（月）

1 国信资
本

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跟投 106.6668 4.00 4,970.672880 一 4,970.672880 24

2
鼎 信
13 号
资管计
划

发行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通过设立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128.1147 4.80 5,970.145020 29.850725 5,999.995745 12

合计 234.7815 8.80 10,940.817900 29.850725 10,970.668625 一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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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22940052、0755-2294006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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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观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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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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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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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２，０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３１．５０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２，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根据 《四川观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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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３日（Ｔ＋１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
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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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位数 ３６２５
末“５”位数 ７１３０１、２１３０１
末“６”位数 ９２４５４０、４２４５４０
末“７”位数 １９７００４０、３９７００４０、５９７００４０、７９７００４０、９９７００４０
末“８”位数 １３２１６５０１、６３２１６５０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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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Ａ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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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款项划付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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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４日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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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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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1]3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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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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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
外部投资者进行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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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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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在
《迈赫机器人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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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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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金额、占本次发
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3,334万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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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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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如有）与初始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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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15万股，约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50.15万股，约占扣除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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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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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2021年11月30日（T+2）刊
登的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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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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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

一、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s://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11月25日（T-1日，周四）14:00-17: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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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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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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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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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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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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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4, 00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0% ，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16, 000.00 万股。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10.00% ，且认购金额不超过 3, 000.00 万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
投 （或有） 的初始战略配售数量预计为 20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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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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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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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38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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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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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2021 年 11 月 30 日（T+2）刊登的《广东万年青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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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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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举行网上路
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11 月 25 日（周四）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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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意向书》及相关资料已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T-7 日）披露于六家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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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zqrb.cn；经
济参考网 www.jjckb.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4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