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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4,017,4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29%。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概述及股本变动情况

1、2016年6月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核准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向新余顺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104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新余顺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文皓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攀枝花市扬帆工贸有限公司、上海

舜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都天下惠融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都海丰优享科技

有限公司等7家机构及韩汇如、刘国力、刘仲辉、马巍、李坤一、何永平、杜勇、赵思勤等8名自然

人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汇元达100%股权， 交易对价总计4,

000,000,000元，其中发行股份456,907,317股，现金对价51,836.62万元；同时，向特定对象韩汇如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600,000,000.00元，发行股份78,740,157股。本

次交易合计非公开发行股份535,647,474股， 已于2016年10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该部分股票上市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1,316,397,474股。

2、期间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时 间 回购注销前股份数量（股） 回购注销股份数量（股） 回购注销后股份数量（股）

2017.12.18 1,316,397,474 25,243,287 1,291,154,187

2018.12.27 1,291,154,187 28,924,062 1,262,230,125

2019.10.22 1,262,230,125 18,168,042 1,244,062,083

3、截至本公告作出之日，公司总股本为1,244,062,083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

167,999,1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50%。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167,999,136 13.50

高管锁定股

113,981,711 9.16

首发后限售股

54,017,425 4.3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6,062,947 86.50

三、总股本

1,244,062,083 100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在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公司股东有：刘仲辉、李坤一、何永平、杜勇、赵思勤等5名股东，申

请解除限售的为非公开发行新增发股份。

（一）承诺内容

上述股东在公司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和《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方关于本次交易

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75）中的全部承诺中涉及本次限售股份的承诺内容

如下：

1、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新增股份自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2、如果汇元达在2016年、2017年及2018年均实现《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目标，

或者汇元达在2016年、2017年及2018年未实现业绩目标但承诺主体已经充分履行业绩补偿义

务，则承诺主体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东方铁塔股份的58.33%的部分（如果届时承诺主体已履行

了股份补偿义务， 则为58.33%的部分中扣除已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的剩余股份且扣除后的股

份数应大于零）将自上款约定的锁定期满后解锁，其余41.67%的部分将自上款约定的锁定期满

之日起的12个月后解锁。

根据重组协议约定的股份锁定承诺， 上述5名股东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合计4,017,425

股，限售截止日为2020年10月28日。

（二）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1、上述5名股东，因汇元达2016年、2017年、2018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已根据约定履行完毕

股份补偿义务，注销了在交易中取得的新增股份共计2,158,282股。详情可查阅《关于业绩补偿

股份回购及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2、2018-098、2019-071）。同时，根据重组协

议约定的股份锁定承诺， 上述5名股东已于2019年10月28日解除限售股份合计3,465,338股。详

情可查阅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5）。

2、由于2019年的业绩承诺未能完成，业绩补偿义务人需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根据《关于

利润补偿款支付安排的协议》， 上述5名业绩补偿义务股东应于2020年12月31日前偿付业绩补

偿款24,347,481.96元。详情可查阅《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9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补

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3、由于上述5名业绩补偿义务股东及另外2名业绩补偿义务股东（汝州顺成、新余文皓）在

2020年12月31日前均未能及时足额支付业绩补偿款，汝州顺成承诺代新余文皓及上述5名业绩

补偿义务股东承担业绩补偿款义务，同时申请并承诺在2021年3月31日前偿付完毕剩余业绩补

偿款200,711,037.75元。详情可查阅《关于股东申请业绩补偿款延期支付及相关安排承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00）。

4、截至2021年3月31日，上述5名业绩补偿义务股东及另外2名业绩补偿义务股东（汝州顺

成、新余文皓）已履行完毕2020年度现金业绩补偿的义务。详情可查阅《关于业绩补偿义务人

偿付完毕2020年度业绩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

经自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与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相关的各项承

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也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

在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汝州顺成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6,833,734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50,

000,000股。本次解除限售事项不涉及汝州顺成。新余文皓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用于履行股份

补偿义务，目前已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汝州顺成、新余文皓将根据《关于利润补偿款支付安排

的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后续年度现金业绩补偿义务。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4月2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数量4,017,4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22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5名，均为自然人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质押冻结数量 备注

1

刘仲辉

2,008,712 2,008,712 0 -

2

李坤一

1,004,356 1,004,356 0 -

3

何永平

602,614 602,614 0 -

4

杜勇

301,307 301,307 0 -

5

赵思勤

100,436 100,436 0 -

合 计

4,017,425 4,017,425 0 -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限售股份4,017,425股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预计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股） 占比

(%)

增加 减少 持股数（股） 占比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167,999,136 13.50 4,017,425 163,981,711 13.18

高管锁定股

113,981,711 9.16 113,981,711 9.16

首发后限售股

54,017,425 4.34 4,017,425 50,000,000 4.02

二、无限售流通股

1,076,062,947 86.50 4,017,425 1,080,080,372 86.82

三、总股本

1,244,062,083 100 4,017,425 4,017,425 1,244,062,083 100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东方铁塔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中所作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东方铁塔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东方铁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等。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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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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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1年4月20日，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华晨汽车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集团”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 ）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24号）。

● 华晨集团直接及通过辽宁正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辽宁华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446,365,2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93%。目前华晨集团正处于重整阶段，

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 重整方案可能会对公司股权结构、 控制权等方面产生一定影

响。

● 本次中国证监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2021年4月20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晨集团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

罚字【2021】24号）

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主要内容

（一）、华晨集团披露的2017年、2018年年度报告涉嫌存在虚假记载

2016年开始，华晨集团自主品牌汽车的业绩和利润下滑严重，2017年开始出现亏损。为了

完成业绩考核，华晨集团通过转让下属公司股权确认了投资收益，但截至华晨集团确认投资收

益日，股权转让合同项下交易未完成，股权转让收益不能确认，涉嫌虚增利润。

华晨集团作为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发行人，涉嫌违反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行为。

（二）、华晨集团涉嫌以虚假申报文件骗取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核准

华晨集团将包含虚假记载的2017年度、2018年度财务报告在内的申报材料向证监会申请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19年8月8日获得公开发行行政许可批复。

华晨集团上述行为涉嫌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十条第一

款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的行为。

（三）、华晨集团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披露的文件涉嫌虚假记载

2018年10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同意华晨集团在未来12个月内向合

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0亿元的公司债券。2019年华晨集团成功发行四笔总计50亿元的

私募债。2020年2月18日， 上交所同意华晨集团在未来12个月内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50亿元的公司债券。2020年华晨集团成功发行14亿元私募债。以上债券发行，华晨集团向合

格投资者披露债券募集说明书，包含2017年、2018年财务数据涉嫌虚假记载。华晨集团上述行

为涉嫌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

款规定的行为。

（四）、华晨集团涉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违法

2018至2019年期间， 华晨集团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并向银行间市场合格机

构投资发行6期超短期融资券，共募集资金65亿元。经查，发行和存续期华晨集团披露的2017年

及2018年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华晨集团上述行为涉嫌违反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中

国人民银行令﹝2008﹞第1号）第七条的规定，构成《人民银行证监会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

强债券市场执法工作的意见》（银发﹝2008﹞296号）的情行。

（五）、华晨集团涉嫌未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1、未及时披露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2、未及时披露公司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

3、未及时披露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

4、未按规定披露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或者债券价格的相关事项。

上述事项分别属于《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13号） 第四十五条、

2019年《证券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根据2019年《证券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华晨集团应当

立即将上述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 并予公

告。华晨集团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2019年《证券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一）项及第

七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2019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所述的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中国证监会拟决定：

综合上述违法事实，依据2005年《证券法》有关规定，责令华晨集团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罚款；对相关人员给予警告；依据2019年《证券法》有关规定，责令华晨集团改正，给予警告，并

处以罚款；对相关人员处以罚款。

合计对华晨集团处以5360万元罚款； 对祁玉民处以60万元罚款； 对阎秉哲处以20万元罚

款；对叶正华、刘鹏程分别处以40万元罚款；对刘同富、邢如飞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对吴小安、

池冶分别处以20万元罚款；对杨波、东风、刘学敏分别处以10万元罚款；对高新刚处以8万元罚

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中国证监会拟对华晨集团实施的行政处罚，华晨集团享有

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晨集团直接及通过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辽宁华晟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446,365,2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93%。目前华晨集团正处

于重整阶段，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重整方案可能会对公司股权结构、控制权等方面

产生一定影响。

本次中国证监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81� � � �证券简称：中广核技 公告编号：2021-022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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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广核技” ）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于2021年4月1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1年4月2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林坚先生召集。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和表决，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目前公司正在筹备审议年报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披露年报后将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为提高决策效率，董事会同意取消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将《关于补选第九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补选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内容。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81� � � �证券简称：中广核技 公告编号：2021-021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召开2021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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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广核技” ）于2021年4月20日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届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4月23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取消的原因及后续安排

公司于2021年4月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下午2:30召开2021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补选第九届

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具体内容参见2021年4月8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鉴于目前公司正在筹备审议年报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披露年报后将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为提高决策效率，董事会决定取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补选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议取消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由此给

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并感谢广大投资者给予公司的支持与理解。

特此公告。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300939� � �证券简称：秋田微 公告编号：2021-029

深圳秋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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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秋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于2021

年4月21日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秋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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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财达证券” ）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500, 000,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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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

许可[2021]1017号文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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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达到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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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00, 000, 000股，全部

为新股， 不安排老股转让 。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50, 000, 0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50, 000,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根据《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2173.08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0, 000,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450, 000,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0.13805292%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 ），于2021年4月21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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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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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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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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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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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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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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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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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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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4月20日

（T+1日）上午在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

棠厅主持了财达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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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数 668

末“4” 位数 9900，4900，0087

末“5” 位数 08299，20799，33299，45799，58299，70799，83299，95799

末“7” 位数 8359143，6359143，4359143，2359143，0359143

末“8” 位数 89706902，39706902

末“9” 位数 101107647，264718145，12674826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财达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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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1, 000股财达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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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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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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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 披露的3, 03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 52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中， 有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其余

3, 03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 51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告》的

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账户名称 证券账户号码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价格（元/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1 梁丰 梁丰 A148357428 3.76 1590

2 梁剑文 梁剑文 A258148082 3.76 1590

3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港湾马拉松8号

私募投资基金

B882229641 3.76 1590

4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东方港湾马拉松27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3300246 3.76 1590

5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B881801754 3.76 1590

6 朱新爱 朱新爱 A660916763 3.76 159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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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

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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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19, 804, 690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和社保基金（公募养老社保类）有效申购数量为5, 239, 470万股，

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26.46% ；年金保险资金（年金保险类）有效申

购数量为3, 146, 61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15.89% ；其他类型

投资者（其他类）有效申购数量为11, 418, 61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

购数量的57.66% 。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规定的网

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总量的比例

获配股数（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的比例

获配比例

公募养老社保类 5, 239, 470 26.46% 25, 035, 597 50.07% 0.04778269%

年金保险类 3, 146, 610 15.89% 10, 019, 677 20.04% 0.03184277%

其他类 11, 418, 610 57.66% 14, 944, 726 29.89% 0.01308804%

合计 19, 804, 690 100.00% 50, 000, 000 100.00% 0.02524655%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公

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1, 529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

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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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矿业”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21, 89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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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1199号文核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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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

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1, 894.0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 325.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7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 568.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8.98元/股。 大中矿业于2021年4月20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大中矿业”股票6, 568.2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1年4月22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4月22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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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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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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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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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获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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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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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7, 007, 189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285, 822, 990, 000 股， 配号总数为

571, 645, 980 个 ， 配 号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 截 止 号 码 为

00057164598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 351.61825倍，高于150倍，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 189.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19, 704.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0.0689398708% ，申购倍数为1, 450.53942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1年4月21日（T+1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4月

22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