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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22-046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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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陈重先生的辞呈。 陈重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副总裁的职务，该辞呈自

2022年 9月 26日起生效。 陈重先生已确认与公司董事会概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需提呈公司股东注意的事项。
陈重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公司董事会谨此就陈重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

的重要贡献深表谢意。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7 日

广发汇瑞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 9月 2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汇瑞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汇瑞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74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 11月 2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广发汇瑞 3 个
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汇瑞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 9月 2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28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133,831,620.30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8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2年度的第 2次分红

注：本基金由原广发汇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于 2018年 6月 13 日变更而来。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 9月 28日
除息日 2022年 9月 28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 9月 2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2022
年 9月 2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2022年 9月 30日
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即采用封闭运作和开放运作交替循环的方式。 本基金的封闭期指自每一开放

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3 个月的期间。 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期为自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3 个
月的期间，以此类推。 本基金封闭期结束前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3）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4）投资者可以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

日之前（不含 2022年 9月 28日）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或 020-83936999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
点办理变更手续。

（5）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 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 T 日）后（含 T+2 日）向销售网点
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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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
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 或 020-
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7 日

广发集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 9月 2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集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集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14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
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广发集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晓博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毛深静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毛深静
离任原因 辞职
离任日期 2022年 9月 27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注销登记手续，调整自 2022年 9月 27日生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2-093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

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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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中国电建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分析论证，并根据要求

对《告知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告知函》回
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晶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435.640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22〕148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欧晶科技”，股票代码为“001269”。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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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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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5.65元/股，发行数量为
3,435.6407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61.3907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1,374.2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343.540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092.1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9月2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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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50,64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81,247,625.5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0,35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666,0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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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3,97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3,741,740.05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3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2,379.5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1 林超 林超 110 1,721.50
2 姜艳 姜艳 110 1,721.50
3 董剑刚 董剑刚 110 1,721.50
4 高荣荣 高荣荣 110 1,721.50
5 北京派鑫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派鑫科贸有限公司 110 1,721.50
6 董永东 董永东 110 1,721.50
7 李国林 李国林 110 1,721.50
8 上海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健顺云1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0 1,721.50
9 彭旭文 彭旭文 110 1,721.50
10 吴海宙 吴海宙 110 1,721.50
11 程上楠 程上楠 110 1,721.50
12 李保才 李保才 110 1,721.50
13 周继伟 周继伟 110 1,721.50

合计 1,430 22,379.50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71,783股，包销金额为2,688,403.95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50%。

2022年9月27日（T+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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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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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
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7日

股票简称：逸豪新材 股票代码：３０１１７６

赣州逸豪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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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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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

年９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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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证券时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 ）、上海证
券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中国证券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证
券日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经济参考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供投资
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二）上市时间：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
（三）股票简称：逸豪新材
（四）股票代码：３０１１７６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６９，０６６，６６７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４２，２６６，６６７股，全部为公开发行的新股，无

老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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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２３．８８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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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冶金路１６号
联系人 ＬＩＵ ＬＥＩ
电话 ０７９７－８３３９６２５
传真 ０７９７－８３３４１９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１２５号国信金融大厦３４楼
联系人 郭振国、黄滨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１７６６

发行人：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7日

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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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

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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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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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供
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咨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鸿日达
（二）股票代码：30128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0,667.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5,167.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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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14.60元/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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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151元/股。

截至2022年9月14日（T-3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3日股票

收盘价
（元/股）

2021年
扣非前EPS
（元/股）

2021年
扣非后EPS
（元/股）

2021年扣非前
市盈率（倍 ）

2021年扣非后
市盈率（倍 ）

002475.SZ 立讯精密 35.46 0.9979 0.8490 35.53 41.77
300115.SZ 长盈精密 12.93 -0.5034 -0.6631 - -

300843.SZ 胜蓝股份 18.41 0.6943 0.6398 26.52 28.77
300991.SZ 创益通 12.88 0.5002 0.4517 25.75 28.51

平均值 （剔除异常值后） 29.27 33.02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2年9月14日（T-3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1年扣非前/后EPS=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3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14.60元/股对应的2021年扣除非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

市盈率为52.86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2年9月14日（T-3日）发布的C39“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28.77倍，超出幅度为83.73%；高于
同行业可比公司2021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的算术平均值33.02倍，超出幅度为60.08%。存在未
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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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苏州市昆山市玉山镇青淞路西侧
3、联系人：周三
4、电话：0512-57379955
5、传真：0512-57379859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3、保荐代表人：卞大勇、蔡晓涛
4、电话：0512-62938168
5、传真：0512-62938500

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