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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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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

情况下，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以上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内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并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8月27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7）。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 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

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购买了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

10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29）。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17年4月24日到期，

公司已收回本金2,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277,700元，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本次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共计2,000万元人民币在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莆田分行购买了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51463号理财计划

产品代码：51463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

产品风险：PR1（谨慎型）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认购金额：2,000万元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预计收益率（年化）：3.50%

投资起始日：2017年4月25日

投资到期日：2017年7月27日

实际理财天数：93天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投资。本次公司购买标的为期

限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可控。公司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

执行程序，确保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在上述理财产

品期间内，公司财务部门将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加强

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并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保证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通过适当投资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

资回报。

（四）公告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人民币13,000万

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三、备查文件

《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51463号理财计划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万股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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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7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主承销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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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根据初

步询价申报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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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5.20元/股，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3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00%；网上发行数量为2,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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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933,48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09,389,032.8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6,51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10,9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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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5,66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5,534,092.8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33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5,9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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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股数

（

股

）

初步获配金额

（

元

）

1

叶龙珠 叶龙珠

282 4,286.40

2

张珊珊 张珊珊

282 4,286.40

3

刘一隆 刘一隆

282 4,286.40

4

魏玉森 魏玉森

282 4,286.40

5

宋礼华 宋礼华

282 4,286.40

6

刘玉卿 刘玉卿

282 4,286.40

7

郑坚 郑坚

282 4,286.40

8

黄作庆 黄作庆

282 4,286.40

9

林秀平 林秀平

282 4,286.40

10

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282 4,286.40

11

苏州德威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德威投资有限公司

282 4,286.40

1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中国高端制造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234 18,7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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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70,

847股，包销金额为1,076,874.40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4%。

2017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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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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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0370806、20370807、20370808、2037080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6日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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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7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金石资源” ，股票代码为

“603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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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

处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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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6,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

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2,4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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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年 4月 2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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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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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96,794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01,574,009.56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03,206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85,990.44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2,77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887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

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另有

15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 10,284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

金额为 38,462.16元；有 2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其未缴足资金部分对

应的股份数量 2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7.48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989,714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2,401,530.36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0,286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8,469.64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汇添富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中国高端制

造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2, 570 9, 611.80 0.00 2, 570

2 汪梦德 汪梦德 551 2, 060.74 0.00 551

3 朱涤非 朱涤非 551 2, 060.74 0.00 551

4

国道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国道同盈一号私募

投资基金

551 2, 060.74 0.00 551

5 程金龙 程金龙 551 2, 060.74 0.00 551

6 张忠刚 张忠刚 551 2, 060.74 0.00 551

7 张文 张文 551 2, 060.74 0.00 551

8 唐彬森 唐彬森 551 2, 060.74 0.00 551

9 陈国义 陈国义 551 2, 060.74 0.00 551

10 樊青 樊青 551 2, 060.74 0.00 551

11 张丽贞 张丽贞 551 2, 060.74 0.00 551

12 钱业银 钱业银 551 2, 060.74 0.00 551

13

康恩贝集团有限

公司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

司

551 2, 060.74 0.00 551

14

邦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551 2, 060.74 0.00 551

15 俞建文 俞建文 551 2, 060.74 0.00 551

16 麦韵山 麦韵山 551 2, 060.74 2, 060.70 1

17 沈尧林 沈尧林 551 2, 060.74 2, 060.47 1

合计 11, 386 42, 583.64 4, 121.17 10,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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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3,492股，包销金额为 424,460.08元，包销比例为 0.19%。

2017年 4月 26日（T+4日），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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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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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0837385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6

日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股份” 、“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 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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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

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

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A 股发行数量为 2, 000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

为 2, 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 。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26.97 元 /股。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478668%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

下：

1、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 2017 年 4 月 26 日（T+2�日）公告的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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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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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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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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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中签结果

根据《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17 年 4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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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恒润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377

末“5”位数 19598��44598��69598��94598

末“6”位数 231412��431412��631412��831412��031412��306973��806973

末“7”位数

5134246��6384246��7634246��8884246��3884246��2634246��

1384246��0134246

末“8”位数 92547979��72547979��52547979��32547979��12547979

末“9”位数 08146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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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 000 股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本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5902�6625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发行人

：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4

月

26

日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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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470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超频三” ，股票代码为

“300647”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

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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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元/股，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

数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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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960,25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41,563,884.8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9,74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56,1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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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5,509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6,839,760.6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491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0,239.36

放弃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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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配金额

（

元

）

1

张珊珊 张珊珊

191 1,711.36

2

叶龙珠 叶龙珠

191 1,711.36

3

刘一隆 刘一隆

191 1,711.36

4

魏玉森 魏玉森

191 1,711.36

5

宋礼华 宋礼华

191 1,711.36

6

沈荣林 沈荣林

191 1,711.36

7

刘玉卿 刘玉卿

191 1,711.36

8

郑坚 郑坚

191 1,711.36

9

赵丕龙 赵丕龙

191 1,711.36

10

叶勤勇 叶勤勇

191 1,711.36

11

陈亚德 陈亚德

191 1,711.36

12

林秀平 林秀平

191 1,711.36

13

刘凯 刘凯

191 1,711.36

14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191 1,711.36

15

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191 1,711.36

16

华泰证券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廷栋

（

深市股东代码末四位为

“3427”） 191 1,711.36

17

苏州德威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德威投资有限公司

191 1,711.36

18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中国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44 11,146.24

合计

4,491 40,2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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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36股，包销金额为396,354.56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5%。

2017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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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0－87555297、8755772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6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实施风险提示公告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将于2017年5月1

日起施行,届时仍未在券商营业部开通分级基金相应权限的投资者，将不能买入分级基金子

份额或分拆基础份额。

二、根据《指引》规定，个人和一般机构投资者应当符合"申请开通权限前二十个交易日

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十万元"等条件并在券商营业部现场以书面方式签署《分级

基金投资风险揭示书》，才能申请开通分级基金相关权限。投资者可向相关券商了解权限开

通的具体要求和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投资准备。

三、《指引》实施初期，分级基金子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加大的情形，投资者可根

据自身情况，提前做好相应的投资安排。

四、分级基金是带有杠杆特性的金融产品，运作机制复杂，投资风险较高。投资者应当遵

循买者自负的原则，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定是否参与分级基金交易及相关业务。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6日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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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杭州园林设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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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4月2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

持了杭州园林设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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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数： 3987

末“五”位数： 93360��43360

末“六”位数： 309684��509684��709684��909684��109684��466485��966485

末“七”位数： 1659450��2909450��4159450��5409450��6659450��7909450��9159450��0409450

末“九”位数： 086420284��18560270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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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500股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400-808-9999�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1。按2转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7年4月26日（T+2日）公

告的《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

确保其资金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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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作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公开发

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6日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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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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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了江苏金陵体育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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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9

末

“

5

”

位数

98145 48145 90570

末

“

6

”

位数

391332 591332 791332 991332 191332 218531 468531 718531 968531

末

“

7

”

位数

5858045 7858045 9858045 1858045 3858045

末

“

8

”

位数

03273587 23273587 43273587 63273587 83273587 79930150 29930150

末

“

9

”

位数

00136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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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6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

司A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400-808-9999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按2转人工接听则无

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7年4月26日（T+2日）公告的《江苏金陵体育

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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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缴款

义务。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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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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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

新股申购。

发行人：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6日

2017年 4月 26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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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7,

73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52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和网上

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

行数量不超过 7, 730 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5, 411 万股，为本次

初始发行数量的 7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 319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

量的 30%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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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网上路演时间：2017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14: 00-17: 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 how .s s e 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 how .cns 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相关人员。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

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 //www .s s e .com.cn）查询。

发行人

：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6

日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