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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1-06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全资附属公司根据中期票据计划

进行发行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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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 3.18 亿美元； 本次担保实施

后，本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余额为 13.88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境外全资附属公司 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作为发行主体，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设立有担保的本金总
额最高为 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本次中票计划”，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并曾于 2021年 4月 21日完成本次中票
计划项下的首次发行，发行金额为 5亿美元（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票据发行及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一）本次票据发行情况
发行人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完成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票据发行工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票

据”），发行金额为 3亿美元、期限为 3年、票面利率为 1.60%。 发行人及本公司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申请批准本次发行票据以仅面向专业投资者（定义见香港联交所证
券上市规则第 37章）发行债务的方式上市及买卖。 本次发行票据的上市于 2021年 11月 25日开始生
效。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在本次中票计划下已发行票据的本金金额合计 8亿美元。

（二）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4日作为担保人签署担保契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票据项下的清偿义务提

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三）上述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 2021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21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公
司向境内外全资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的债务融资在股东大会授权额度
内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

（四）本次担保履行的审批程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出具《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境外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关

意见的复函》（机构部函[2020]3049 号），对公司为境外全资附属公司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或
其附属公司）进行不超过 30 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债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无异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及其财务数据概述
1、名称：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
2、 注册地点：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3、公司负责人：阎峰
4、经营范围：债务融资
5、注册资本：1美元
6、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7、 财务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 被担保人 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 的资产总额

124.54亿港元，负债总额 85.43亿港元，资产净额 39.11亿港元；2020 年实现总收入 5.41 亿港元，净利
润 3.8亿港元。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被担保人 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的资产总额

78.11亿港元，负债总额 78.11 亿港元，资产净额 7.8 港元；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实现
总收入 5.16亿港元，净利润 3.59亿港元。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金融控股”）的全资附属公司，公司

通过国泰君安金融控股间接持有被担保人 100%的股权。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签署的《担保契据》， 本公司就境外全资附属公司 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 就发行金额为 3 亿美元、期限为 3 年、票面利率为 1.60%的中期票据提
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票据本金、利息及交易文件下的其他付款义
务。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 2021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21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公
司向境内外全资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的债务融资在股东大会授权额度
内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

五、累计担保情况
截至本次担保前，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10.71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68.42 亿元（按 2021 年

10 月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6.3907 折算，下同），占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人民币
1,373.53亿元（按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数计算，下同）的比例为 4.98%，均
为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票据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包括本次票据本金、利息等）3.18 亿美元，
该项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20.31亿元。 该笔担保发生后，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13.88亿美元（含
本次担保），折合人民币 88.73亿元，占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46%，均
为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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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六期短期
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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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发行完毕，相
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1国泰君安 CP006 短期融资券期限 1Y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110074 发行日 2021年 11月 23日
兑付日 2022年 11月 24日 起息日 2021年 11月 24日
计划发行总额 3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30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2.75%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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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TCL 定转 2”2021 年付息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简称：TCL定转 2
2、债券代码：124017
3、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26,000,000张
4、债权登记日：2021年 11月 29日
5、债券付息日：2021年 11月 30日
6、票面利率：第一年 0.50%，第二年 0.10%
一、本次定向可转债“TCL定转 2”发行概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521号文核准，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向武汉光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511,508,951 股股份、6,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相关资产。 同时，向 20名特定对象发行了 26,000,000张可转债，募
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26亿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日出具的《证券登记证明》，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非公开发行的 26,000,000张可转债已完成登记。

“TCL定转 2”具体情况如下：
定向可转债中文简称 TCL定转 2

定向可转债代码 124017

定向可转债发行张数 26,000,000张

定向可转债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定向可转债存续起止日期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2 年， 即 2020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1月 29日

定向可转债付息日 本次可转债的起息日为发行结束之日，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锁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投资者认购的可转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
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 若
本次交易中所认购可转债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
相符，双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次可转债的起息日为发行日， 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本次计息期间为 2020年 11 月

30日至 2021年 11月 29日，本期为“TCL定转 2”第一年付息，票面利率为 0.50%，每 10 张“TCL 定转
2”（面值 1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00元（含税）。

对于持有“TCL 定转 2”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
付派发机构按 20%的税率代扣代缴， 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4.00 元（税
后）；对于持有“TCL定转 2”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 和 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
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 5.00 元（含税）；对于持有“TCL 定转 2”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每 10 张派发利息 5.00 元
（含税），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债权登记日：2021年 11月 29日
债券付息日：2021年 11月 30日
四、本次定向可转债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的对象为：截至 2021年 11月 29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
五、本次定向可转债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用于支付利息的资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TCL定转 2”本期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
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联系方式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TCL定转 2”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联系部门：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5-33311668
特此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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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

预披露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
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持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股份 182,211,872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35%）的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88,506,68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于本减
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复星集团的《关于股份减持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的名称：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数量及比例：复星集团持有公司 182,211,8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5%，均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二、 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复星集团自身经营计划需要。
2.股份来源：从公司控股股东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协议受让的股份。
3.减持数量及占公司股本的比例：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预计所减持股份

数量合计将不超过 88,506,681 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29,502,227股；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59,004,454股。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
日后的 6个月内进行；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
日后的 6个月内进行。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其他相关事项
1.若减持期间公司有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

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2.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复星集团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在公司股份过户完毕后 36个月内不减

持其所受让的标的股份。 2014年 11月 25日， 该股份转让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完成过户登
记，该股份已于 2017年 11月 27日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日，复星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且上述股份在 2017
年限售期满后，复星集团没有后续追加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系复星集团根据自身经营需要等自主决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复星集团将根据市

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复星集团的正常减持

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

3、 复星集团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减持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1-08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 广发 09”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兑付兑息及摘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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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七期）品种一（债券代码为“114862”，债

券简称为“20 广发 09”，以下简称“本期债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发行完毕，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人民币 30亿元，票面利率为 3.80%，期限为 365天。

2021年 11月 24日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上述兑付兑息工作已于 2021年 11月 24完成。自 2021
年 11月 24日起，本期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摘牌。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易方达悦融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中国建设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建设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本公司自 2021年 11月 25日起增加中国建设银行为易方达
悦融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A 类基金份额代码：014160；C 类基金份额
代码：014161）的销售机构。

特别提示：2021年 11月 22日至 2021年 12月 3日为本基金的认购期，本公司根据认购的情况可
适当调整募集时间，并及时公告，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建设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院 1号楼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联系人：王未雨
客户服务电话：95533
网址：www.ccb.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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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
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5 日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机构客户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 11月 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积极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1100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1年 11月 26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21年 11月 26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1年 11月 26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注：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1年 11月 26日起恢复办理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机构客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 881 808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efunds.com.cn 获

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5 日

宁波喜悦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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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悦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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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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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８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１．７６元 ／ 股。

本次发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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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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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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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７，８７５，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７，１２５，０００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宁波喜悦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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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７０．７７３６８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即５，０００，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８７５，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２５，０００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１５５１１７０８１％，有效
申购倍数为６，４４６．７４３３０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宁波喜悦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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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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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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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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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网上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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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宁波喜悦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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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４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宁波喜悦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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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５１２
末“５”位数： ４５７７６ ６５７７６ ８５７７６ ０５７７６ ２５７７６
末“６”位数： ４２６９２９ ６２６９２９ ８２６９２９ ０２６９２９ ２２６９２９
末“７”位数： ８４１５８７７
末“８”位数： ３１７７３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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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５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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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悦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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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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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８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１．７６元 ／ 股。

本次发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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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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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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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７，８７５，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７，１２５，０００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宁波喜悦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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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７０．７７３６８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即５，０００，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８７５，０００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２５，０００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１５５１１７０８１％，有效申购
倍数为６，４４６．７４３３０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宁波喜悦智行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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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于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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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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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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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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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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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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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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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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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２０１８〕１４２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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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３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３３３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５４５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５，７６６，３６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宁波喜悦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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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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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８８９，３００ ５０．１１％ ９，４３７，８６４ ７３．３０％ ０．０３２６６４８８％
Ｂ类投资者 １６，６８０ ０．２９％ ３７，３２２ ０．２９％ ０．０２２３７５３０％
Ｃ类投资者 ２，８６０，３８０ ４９．６０％ ３，３９９，８１４ ２６．４１％ ０．０１１８８５８８％

合计 ５，７６６，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８７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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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０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慧盈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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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５０１
联系邮箱：ｅｃｍ＠ｈａｚｑ．ｃｏｍ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天鹅湖路１９８号财智中心

发行人：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

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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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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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钟股份”、“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11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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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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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询。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金钟股份
2、股票代码：301133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6,096,616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6,5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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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14.33元/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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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44元/股，超过幅度为1.17%。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2012年修订），金钟股份所属行业为“汽车制造业（C36）”。截至2021年11月12
日（T-3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34.90
倍。 本次发行价格14.33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32.55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1年11月12日（T-3
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0年平均扣
非后静态市盈率49.30倍， 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
险。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
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
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
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发行人：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东风大道西
3、联系人：王贤诚
4、电话：020-86733628-3881
5、传真：020-86733616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机构：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
3、联系人：封燕、崔传杨
4、电话：025-83367888
5、传真：025-83367377

发行人：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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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雅股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2,030.245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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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2021年10月26日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365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57.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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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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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23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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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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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1,451.6458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578.6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8.50%。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030.2458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
况确定。

根据《铜陵洁雅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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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029.904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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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060,5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1,045.595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84.65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54287835%， 申购倍数为
6,481.39237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铜陵洁雅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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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2021年11月
25日（T+2日）16:00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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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期
为6个月，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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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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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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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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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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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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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
（中证协发〔2021〕21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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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28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7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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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申购股数为4,513,6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铜陵洁雅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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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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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万
股）

占有效申购总
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2,648,630 58.68 7,417,350 70.94 0.02800000
B类投资者 9,710 0.22 24,988 0.24 0.02574150
C类投资者 1,855,260 41.10 3,013,620 28.82 0.01625001

合计 4,513,600 100.00 10,455,958 100.00
注：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响。
其中余股1,186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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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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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61984008
传真：021-50909779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11层

发行人：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铜陵洁雅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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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雅股份”、“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2,030.245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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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365
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最终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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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国融证券”）。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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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
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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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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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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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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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洁雅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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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1月2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
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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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数 1364
末“五”位数 30360，50360，70360，90360，10360
末“六”位数 816834，066834，316834，566834
末“七”位数 2246610，7246610
末“八”位数 27517607，47517607，67517607，87517607，07517607， 80743443，30743443
末“九”位数 095231338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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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3个，每个中
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洁雅股份A股股票。

发行人：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