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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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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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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通知和议案材料于 2022年 9月 2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应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6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6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及事项：
（一）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同时

结合公司实际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王祥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附：王祥勇先生简历
王祥勇，男，1970 年 10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广西农垦职业大学教

师；广西区审计厅科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南宁特派办上市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上市处主任科员、机构处副处长、机构处处长、稽查处处长、法制处
处长等职务；广西广投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现任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总法律顾问。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定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绩效奖金

的议案》；
中恒集团围绕“加快发展、转型升级、全面提质”的根本要求，努力提升经营业绩。 根据《中恒集团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中恒集团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并结合公司 2021 年实现的经营成
果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的年度绩效考核得分，公司拟定了《关于中恒集团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
绩效奖金核定方案》。

董事长莫宏胜先生因与审议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1票。
（三）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公司拟定于 2022年 10月 17日（星期一）下午 2点 30分在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 号中

恒集团会议室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1.《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2.《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的议案》；
3.《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三、备查文件
中恒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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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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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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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了第
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祥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次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王祥勇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
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及个人品德，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附：王祥勇先生简历
王祥勇，男，1970 年 10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广西农垦职业大学教

师；广西区审计厅科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南宁特派办上市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上市处主任科员、机构处副处长、机构处处长、稽查处处长、法制处
处长等职务；广西广投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现任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总法律顾问。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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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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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 10月 1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 10月 17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号中恒集团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年 10月 17日
至 2022年 10月 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3.0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应选董事（2）人

3.01 倪依东 √

3.02 李林 √

(一)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第四十二次，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2日、8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1至议案 2
(三)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至议案 3
(四)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五)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 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252 中恒集团 2022/10/10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持受托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和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应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出席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三）登记时间：2022年 10月 17日（上午 9:00-12:00、下午 2:00-2:30）；
（四）登记地点：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号中恒集团会议室。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以 2022年 10月 17日前公司收到为准）进行登记。
上述登记办法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参会权利。
六、 其他事项
（一）联系地址：广西梧州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号中恒集团
（二）邮政编码：543000
（三）联系电话：0774-3939022
（四）邮箱地址：zhongheng@wz-zh.com
（五）联系人：王坤世
（六）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报备文件：中恒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30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2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广西梧州中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3.0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3.01 倪依东

3.02 李林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

号。 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

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名，董事候
选人有 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 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
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
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 5 名，董事候选

人有 6名；应选独立董事 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名；应选监事 2 名，监事候选人有 3 名。 需投票表
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 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 4.00“关
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
权，在议案 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 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500票为限，对议案 4.00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 500 票集中投给
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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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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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9月 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 7 层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0,340,21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0,340,2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089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60.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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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汪敏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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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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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汪敏 40,340,211 100 是

1.02 严妍 40,340,211 100 是

1.03 张喜芳 40,340,211 100 是

1.04 王懿 40,340,211 100 是

1.05 孙松涛 40,340,211 100 是

2、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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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贺强 40,340,211 100 是

2.02 刘纪鹏 40,340,211 100 是

2.03 管清友 40,340,211 100 是

3、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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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张青火 40,340,211 100 是

3.02 孙卫东 40,340,211 10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 例

（%）

1.01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汪敏 211 100 0 0 0 0

1.02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严妍 211 100 0 0 0 0

1.03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张喜芳 211 100 0 0 0 0

1.04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王懿 211 100 0 0 0 0

1.05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孙松涛 211 100 0 0 0 0

2.01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贺强 211 100 0 0 0 0

2.02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刘纪鹏 211 100 0 0 0 0

2.03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管清友 211 100 0 0 0 0

3.01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张青火 211 100 0 0 0 0

3.02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孙卫东 211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道铕、杨璧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30 日

● 报备文件
（一）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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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暨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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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 9月 29日召开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周强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2022年 9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临时会议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选举监事会主席。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 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2年 9月 29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汪敏先生、严

妍女士、张喜芳先生、王懿先生、孙松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贺强先生、刘纪鹏
先生、管清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换届相关议
案之日起三年。

（二）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9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汪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
案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会议同时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如下：
1. 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汪敏先生、严妍女士、张喜芳先生，独立董事刘纪鹏先生，其中董事汪敏

先生为主任委员。
2. 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刘纪鹏先生、贺强先生，董事汪敏先生，其中会计专业人士刘纪鹏先

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3. 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管清友先生、刘纪鹏先生，董事汪敏先生，其中独立董事管清友先生

为主任委员；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贺强先生、刘纪鹏先生，董事汪敏先生，其中独立董事贺强先

生为主任委员；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均占多数，且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刘

纪鹏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监事选举情况
2022年 9月 29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张青火先生、孙

卫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 2022年 9月 13 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
职工代表监事周强先生共同组成第三届监事会。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换
届相关议案之日起三年。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2年 9月 2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同意选举张青火先生担任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生效。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组成情况
2022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
监的议案》，同意聘任严妍女士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肖国泉先生、李绍书先生、王金府先生、马文婧女
士、王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马文婧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王金府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条件， 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人员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其中董事会秘书马文婧女士任职资格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 2022 年 9 月 30 日披露的
《开普云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相关人员简历见本公告
附件。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30 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一、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1. 汪敏先生，1971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性居留权，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计算

机软件专业。 1995年 7月至 2001年 9月，历任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产
品总监、事业部总经理；2001年 10月至 2022年 1月，历任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董
事长、总经理等职务； 2016 年 9 月至今，任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兼任北京开普云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东莞市政通计算机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天易数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曾担任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专家委
员会专家、科技部共创软件联盟副理事长，现担任东莞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北京东莞商会常务副会
长、东莞市工商联执委等社会职务。

2. 严妍女士，1985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性居留权，加拿大女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
历，金融学。2006年 3月至 2022年 1月，历任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专员、市场部经理、
市场部总监、政企事业部总经理、融媒体部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等职务；2022 年 1 月起任开普云总
经理，2022年 2月起任开普云董事，兼任北京卿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经理、上海数腾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担任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联盟副理事
长；欧美同学会留加分会秘书长；北大-开普云“数字化转型”联合实验室主任。

3. 张喜芳先生，1972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和清
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曾任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泛
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张喜芳先生具有超 20年金融投资领域从业经历，对经济、金融、管理领域、公司治理流程、企业经
营重点有深刻的认识，曾经长期负责股权投资业务、基金管理规模超百亿元。

4. 王懿先生，1983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2007年
7 月至 2015 年 4 月任职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2015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任云
毅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合伙人；2015年 8月起任齐集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2015 年 8 月至 2021 年 3 月任优网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5 年 8 月起任你好世界（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年 7 月至 2021 年 3 月任云毅国凯（上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2019
年 7月起任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 10月起任东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9 年
11月起任山东嘉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5. 孙松涛先生，1971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
历。 曾担任上海交大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政府门户网站管理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公众信息网
管理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电子政务办公室主任等职务。曾任盈嘉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总
经理，现任天亿投资集团执行总经理，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三等奖、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三等奖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特别贡献奖”。 出版专著和发表多篇论
文。 曾被上海市委、市政府授予“上海世博工作优秀个人”称号。

6. 贺强先生，1952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学历，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69年 8月至 1977年 4月任职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7年 4月至 1978年
7月任职于武汉理工大学；1978 年 7 月至 1982 年 7 月就读于中南财经大学；1982 年 7 月至今中央财
经大学任教，担任金融学院教授、博导，曾兼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1994
年 4月至今担任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为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全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现任上市公司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非上市公司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国元期货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贺强先生长期从事股份制与金融证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承担国家、省
市级等各种课题 30多项，撰写与主书籍 50多部，发表论文 500多篇，递交了 64 份关于资本市场的全
国政协委员提案，有许多提案被采纳。

7. 刘纪鹏先生，1956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
学硕士，具有高级经济师和非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 1986年 7月至 1989年 3月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学术秘书、助理研究员；1989 年 4 月至 1997 年 1 月任中信国际研究所公司与市场制
度室主任、副研究员；2001年 10月至 2021年 1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
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导；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律
顾问、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独立董事委员会副
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法律专业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全国人大《证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期货交易法》起草小组成员。
刘纪鹏先生曾获得“2005中国证券业年度人物”、“2006 影响中国金融十大专家”、“2010 年中国

证券市场二十年最具影响力人物”等荣誉称号。
8. 管清友先生，1977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清华

大学博士后。 2007年 9 月至 2009 年 7 月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项目主任，2009 月 7 月至 2012 年 9

月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处长，2012年 9月至 2017年 12月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研究院
院长。 2017年 12月至今任北京如是我研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现任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还兼任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
员、财政部发改委 ppp 专家库双库专家、国家发改委 PPP 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
中心学术委员、工信部工业经济运行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新供给经济学 50人论坛成员，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研究院研究生合作指导教师。

管清友先生长期从事能源、宏观经济与政策研究，曾先后获得“中国青年金融学者奖”、“十大青年
经济学人”、“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宏观上榜团队”等殊荣。

二、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1. 张青火先生，1962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计

算机软件专业，高级工程师。 1991年 7月至 2010年 5月，在中国科学院北京软件工程研制中心工作，
历任软件工程师、科技处处长、副总经理；2010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任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 6月至今任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监。

张青火先生先后参与多个国家八六三计划项目、“八五”、“九五”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中
国科学院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研发工作、国家核高基数据库重大专项成果转化工作，曾获国家科
技进步三等奖，是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 北京市科技专家库专家。

2. 孙卫东先生，1974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大学本科学历。 1997 年 7
月至 2001年 9月，任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研发部高级软件工程师；2001年 10月至
2005年 5月，历任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产品经理、项目经理、项目总监；2005年 6
月至 2007年 5月，历任上海思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杭州办事处售后负责人；2007 年 06 月
至 2013年 07月， 任浙江省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IT事业部经理；2013 年 08 月至 2016 年 04 月，任
浙江众联在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及运营总监；2016年 05月至 2018年 09月， 任浙江惠瀜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2018 年 10 月至 2020 年 9 月， 历任浙江信网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总
监、研发总监。

3. 周强先生，1976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南科技大学本科学历。 2000年 6
月入职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任项目经理、项目总监等职务，现任公司数智内容实施部项
目管理办公室副总监。

三、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 严妍女士，详见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2. 肖国泉先生，1974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级工程师职称，大学本科学

历，企业管理专业。 2003年 8月至 2006年 7月，任广东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行业总监；2006年
8月至 2008年 12月，任广东金科科技资源开发中心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8
月，任东莞市政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2014年 9月至 2022年 9月，历任开普云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事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开普数智科技（广东）有限
公司董事长、江西开普元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合数字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董事。

3. 李绍书先生，1973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无机非金属材料
专业。 2006年 1月至 2009年 1月，任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渠道部总经理；2009年 2月至 2014 年 6
月，任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2014年 6月至 2015年 7月，任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
司政府事业部总经理；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4 月， 任北京中求细节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
年 2月至 2016年 9月，任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政企事业部总经理；2016 年 9 月至 2022 年 9
月，历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开普
瑞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4. 王金府先生，1987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1 年 7 月至 2013 年 9 月，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审计员；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3月，任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业务部高级经理；2015年 4月至 2017年 6月，任天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业务董事；2017年 8月至今，任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任开普数智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开普瑞曦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

5. 马文婧女士，1991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传播学专业。
2014年 6月至 2016年 5月，在吉林澳奇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任职；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
任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7年 4月至今，任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任北京天易数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莞商会副秘
书长。

6.王瑛先生，1982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动画学专业。
2013年 3月至 2016年 5月任搜狐云计算商业化负责人，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9 月任乐视生态营销
共享营销负责人，2020年 8月至 2022年 3月任京东科技政务云行业解决方案业务拓展负责人。 2022
年 3月入职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管数智安全事业群及市场品牌部，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688228 证券简称：开普云 公告编号：2022-054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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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9月 29日以口头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经与会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期限。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与会监事
推荐张青火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一、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青火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职自监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第三届

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9 月 30 日

深圳市美好创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美好创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医疗”、“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４，４２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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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１４４１号）。 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美好医疗”，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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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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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３０．６６元 ／股，发
行数量为４，４２７．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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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与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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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获配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００．９４５８万股。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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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００．９４５８万股，占发
行总量的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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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３．５０４２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３１％；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５２．５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８．６９％。 根据《深圳市美
好创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８１８．４０７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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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即８０５．２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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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８．２５４２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１．３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５７．８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８．６９％。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中签率为０．０２６４７６３４５６％，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７７６．９５６２８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Ｔ＋２日）结束。具体
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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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情况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日（Ｔ－２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０．６６元 ／股。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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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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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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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兴证券美好医疗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美好医疗资管计划”）。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Ｔ－３日），
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交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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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名称 初始认购规模（元）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美好医疗资管计划 １２２，９３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９，４５８ １２２，９２９，９８２．２８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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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１１，９９３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６９，４６５，７０５．３８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６６，００７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８，１５５，７７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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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８２，５４２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７５６，７６６，７３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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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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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７１，７２９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１０．０１％，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５８％。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２６６，００７股，包销金额为８，１５５，７７４．６２元。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６０％。

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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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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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本次发行的主

承销商东兴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３６０、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３７０
联系邮箱：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美好创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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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荣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４，８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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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１５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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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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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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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４，８３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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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２．７５６０万股。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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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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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权
平均数的孰低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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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股份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的５．００％，即２４１．５０万股，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２１１．９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３７６．５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
次发行总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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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
１０月１３日（Ｔ＋２）刊登的《中荣印刷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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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０日（Ｔ－１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二、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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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日报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经济参考网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中国金融新
闻网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

山东卓创资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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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创资讯”、“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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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１５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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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
让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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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２９．９９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
行１，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根据 《山东卓创资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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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９日（Ｔ＋１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
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山东卓创资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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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２９
末“５”位数 ５３９９６，１３９９６，３３９９６，７３９９６，９３９９６，０１１５４
末“６”位数 ７９５９６２，０４５９６２，２９５９６２，５４５９６２
末“７”位数 ６８６７７０５，０６１７７０５，１８６７７０５，３１１７７０５，４３６７７０５，５６１７７０５，８１１７７０５，９３６７７０５

末“８”位数 ７０１６３６５０，２０１６３６５０
末“９”位数 ０３３０１９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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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
司Ａ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Ｔ＋２日）公告的《山东卓创资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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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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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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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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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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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