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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投行动态信息汇总第二百五十七期

（2020 年 10 月 0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季报涉及：1.首发企业 2.再融资企业 3.并购重组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企业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0日，中国证监会受理首发及发行存托凭证企业共 193

家，其中已过会 55家，未过会 138家。未过会企业中正常待审企业 134家，中

止审查企业 4家。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审核情况 主板 中小板

受理企业数 131 62

已过会企业数 48 7

正常待审企业数 81 53

中止审查企业数 2 2

新增审核企业 15 10

审核情况： 58

其中未通过家数 2

审核通过率 96.55%

截至 2021年 01月 0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首发企业

共 122家，其中已问询 300家，已审议 148家，提交注册/注册生效 365家，中

止/财报更新 51家，终止审查 88家。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审核情况 创业板 科创板

受理企业数 84 38

已问询企业数 217 83

已审议企业数 82 66

提交注册/注册生效企业数 104 261

中止/财报更新企业数 31 20

终止审查企业数 24 64

新增审核企业 143 78

审核情况： 95 80

其中未通过家数 92 76

审核通过率 96.84% 95.00%

注：创业板审核情况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深交所创业板首发企业情况；科创板审核

情况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上交所科创板首发企业情况。

（一）新增审核企业

1、上交所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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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年 09月 30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0日为止，新增 15家于上交所主

板审核企业。

序号 申请企业 拟上市板

1 黑龙江出版传媒 主板

2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 主板

3 浙江中山化工集团 主板

4 春雪食品集团 主板

5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 主板

6 唐山曹妃甸木业 主板

7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 主板

8 汇通建设集团 主板

9 永安期货 主板

10 浙江黎明智造 主板

11 陕西旅游文化产业* 主板

12 宁波富佳实业 主板

13 合富（中国）医疗科技 主板

14 上海建工建材科技集团 主板

15 信达证券 主板

2、深交所中小板

从 2020年 09月 30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0日为止，新增 10家于深交所中

小板审核企业。

序号 申请企业 拟上市板

1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 创业板

2 三羊马（重庆）物流* 创业板

3 成都宏基建材* 创业板

4 新疆九洲恒昌供应链管理* 创业板

5 浙江才府玻璃 创业板

6 江西天沅环保集团 创业板

7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 创业板

8 江泰保险经纪 创业板

9 陕西石羊农业科技* 创业板

10 深圳时代装饰 创业板

3、深交所创业板

从 2020年 10月 0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为止，新增 143家于深交所创

业板注册制审核企业。

序号 申请企业 拟上市板

1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 北京嘉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 上海宽创国际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 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 海看网络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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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 北京蓝色星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 苏州纽克斯电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 河北翼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1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2 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3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4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5 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6 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7 福建久策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8 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9 山东寿光市坤隆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0 武汉木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1 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2 哈尔滨岛田大鹏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3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4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5 江西杏林白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6 安徽金田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7 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8 三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9 江苏华鹏智能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0 江苏镇江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1 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2 重庆广电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3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4 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5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6 深圳市美的连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7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8 无锡和烁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9 千里马机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0 广东伟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1 华泰永创（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2 北京华科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3 湖南鑫远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4 广州智特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5 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6 万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7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8 深圳市优学天下教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9 上海载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0 菲鹏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1 维尼健康（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2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3 天津华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4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投行动态信息汇总》

北京分公司质量控制部 5

55 海南呀诺达圆融旅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6 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7 江苏沃得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8 四川侨源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9 恒伦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0 河南皓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1 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2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3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4 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5 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6 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7 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8 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9 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0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1 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2 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3 苏州宇邦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4 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5 杭州潜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6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7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8 深圳市家鸿口腔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9 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0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1 成都盛帮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2 杰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3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4 东莞市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5 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6 江苏中成紧固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7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8 江苏凤凰画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9 珠海市鸿瑞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0 广东润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1 深圳奥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2 佳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3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4 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5 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6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7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8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9 湖南恒茂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0 北京雅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1 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2 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3 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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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5 厦门南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6 杭州百诚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7 江苏保丽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8 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9 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10 苏州富士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11 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12 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13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14 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15 上海百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16 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17 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18 上海欣巴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19 宁波微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20 浙江优全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21 固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22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23 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24 江苏视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25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26 苏州湘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27 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28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29 深圳市鸿富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30 北京赢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31 苏州星诺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32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33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34 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35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36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37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38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39 迪阿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40 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41 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42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43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上交所科创板

从 2020年 10月 0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为止，新增 78家于上交所审

核企业。

序号 申请企业 拟上市板

1 深圳市柔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26&anchor_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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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纽威数控装备（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 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 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 江苏国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 青岛易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8 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9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0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1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2 苏州瑞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3 山东益丰生化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4 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5 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6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7 浙江衣拿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8 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9 浙江博蓝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0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1 杭州百子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2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3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4 江苏容汇通用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5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6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7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8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9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0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1 武汉珈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2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3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4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5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6 德威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7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8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9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0 江苏正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1 青岛中科英泰商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2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3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4 杭州凯尔达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5 北京乐普诊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6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7 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8 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9 浙江国祥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0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38&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38&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37&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32&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36&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22&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28&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33&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14&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35&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29&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23&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19&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25&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25&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15&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15&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20&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18&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17&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95&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95&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21&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13&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12&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16&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99&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10&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09&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11&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11&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03&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07&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08&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05&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01&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01&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02&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802&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80&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98&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98&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96&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97&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94&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92&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91&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89&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89&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90&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88&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81&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81&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87&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86&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86&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83&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83&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77&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85&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79&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79&anchor_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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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2 丹娜（天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3 朝阳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4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5 浙江开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6 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7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8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9 浙江齐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0 浙江晨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1 依图科技有限公司 科创板

62 森泰英格（成都）数控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3 云知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4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5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6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7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8 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9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0 洛阳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1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2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3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4 北京同益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5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6 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7 上海蓝科石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8 北京中科晶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82&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75&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75&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72&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74&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74&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73&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70&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59&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71&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61&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60&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69&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64&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64&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68&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53&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56&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57&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54&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51&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52&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48&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46&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49&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47&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45&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45&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27&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37&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40&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40&anchor_type=0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shtml?auditId=744&anchor_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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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审委审核情况

从 2020年 10月 0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为止，共召开发审会审核 58家 IPO企业，56家过会。

驰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未通过。

序号 行业 公司名称 发审委会议提出询问的主要问题

1
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03_387275.htm
2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06_385775.htm
3 上海健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22_384888.htm
4 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 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29_385295.htm
5 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24_389306.htm
6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15_384460.htm
7

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05_385743.htm
8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26_386836.htm
9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22_384888.htm
10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15_384460.htm
11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15_384460.htm
12 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业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03_387275.htm
13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26_386836.htm
14 江苏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29_385295.htm
15

制造业-食品制造业

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03_387275.htm
16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03_387275.htm
17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29_385295.htm
18

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驰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30_389811.htm
19 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19_386520.htm
20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05_385743.htm
21

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17_388783.htm

22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10_3876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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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15_384460.htm
24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15_384460.htm
25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30_389811.htm
26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05_385743.htm
27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22_384888.htm
28

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03_387275.htm

29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22_384888.htm
30

制造业-纺织业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30_389811.htm
31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17_388783.htm
32 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26_386836.htm
33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19_386520.htm
34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19_386520.htm
35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30_385376.htm
3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12_386188.htm

37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22_384888.htm

3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广播、

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

作业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05_385743.htm

3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业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

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19_386520.htm

40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15_384460.htm

41 批发和零售业-零售业 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29_385295.htm

4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
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10_387695.htm

43 金融业-资本市场服务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24_389306.htm
44

金融业-货币金融服务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10_387695.htm

45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26_386836.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29_3852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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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教育-教育

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26_386836.htm
47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19_386520.htm
48 建筑业-建筑装饰和其他建

筑业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05_385743.htm
49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12_386188.htm
5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30_389811.htm
51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30_385376.htm
52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30_389811.htm
53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24_389306.htm
54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17_388783.htm
55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17_388783.htm
56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2/t20201203_387275.htm
57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0/t20201029_385295.htm
58 采矿业-非金属矿采选业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011/t20201106_385775.htm

（三）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情况

本期共召开创业板上市委审议会议审议 95家 IPO企业，92家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浙江前进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网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四川华夏万卷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暂缓表决。

序号 行业 公司名称 上市委会议提出询问的主要问题

1

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2424
2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824
3 浙江日发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023
4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430
5 江苏安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430
6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430
7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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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925
9 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754
10

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916

11 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253
12 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0153
13

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435
14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234
15 湖北共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289
16

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2617
17 江苏博云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824
18 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234
19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234
20 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0396
21 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

乐用品制造业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0153
22 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018
23

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浙江前进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2617
24 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023
25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0842
26 烟台石川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0842
27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0396
28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430
29 襄阳博亚精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351

30 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275

31 制造业-食品制造业 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074
32

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2120
33 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435
34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023
35 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845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234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289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234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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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广东东箭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973
37

制造业-其他制造业
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253

38 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439

39 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

制品和制鞋业
中山华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342

40 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 宁夏沃福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112

41 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业
欢乐家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429

42

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0842
43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0153
44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253
45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845

46 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754

47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109
48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2424
49 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916
50 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429
51 恒宇信通航空装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275
52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594
53 广东格林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439
54 安徽英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109
55

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0396
56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351
57 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916
58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0153
59 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351
60 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342
61 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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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嘉亨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074
63 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074
64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439
65 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2424
66 制造业-纺织业 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018
67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2120

68
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824

69 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824
70 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0396
7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253
72 北京弘成立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2617
73 普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812
74 江苏网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845

75
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109

7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上海凯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812
77 中联云港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916
78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023
79 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594
8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闻和出

版业

四川华夏万卷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0842
81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916
8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916
83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973
84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594
85

批发和零售业-批发业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435

86 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074
87 批发和零售业-零售业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234
88 农、林、牧、渔业-农业 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917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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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江苏华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7973
90 农、林、牧、渔业-畜牧业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429
9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专业技

术服务业

华蓝集团股份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2120
92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9812
93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925
94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754
95 深圳瑞捷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342

（四）科创板上市委审议情况

本期共召开科创板上市委审议会议审议 80家 IPO企业，同意 76家企业发行上市。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暂缓表决，不同意长沙兴嘉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上市。

序号 行业 公司名称 上市委会议提出询问的主要问题

1

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9655c60e24534dbc92783889c0592d0a

2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51edd29c06a9483aa473f89428b69c34

3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e31421b2f714448fa331ea99eca14307

4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0dd1f298904b4752939fec3f5d230103

5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936cae160e9f4324be926462268df354

6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c3ebb4b8c224468daa47b68f27eee2db

7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3741a8935e934865a68cface32496016
8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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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074e7c78df548d989c7ab0b309d8a1b

9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63468cadb5d9428ba32fb732f734c347

10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7417e4899cfa4aa1b35e26ac3a4dbd11

11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d6844a2f78614258a52c88ce5ba12222

12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3ea14ab525b14167955bc05ae5b767e5

13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0e5a93fc687d4d149f3d0b02e46816cb

14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f6836cd1c354439da00dcba13ffeb019

15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6307f8c3602a44498471239a6134ac7d

16

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上海翼捷工业安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0a765df5dd9d40c1afc058cade381fc4

17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3741a8935e934865a68cface32496016

18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f6836cd1c354439da00dcba13ffeb019

19

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广州创尔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d34142e5e8c948c3994129d3655a73ef

20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df86677d6de94300948f44fdc77903db

21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0dd1f298904b4752939fec3f5d230103

22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98cc7f2670c24145bfc5c9177b3cfc4c

23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1df9880ac7134c9894d9ed37caa0a372
24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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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ea14ab525b14167955bc05ae5b767e5

25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74d2d19a205b469cbc50c610b26a7449

26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8c0e1540c5af441eb388c232555297bd

27
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f3445d16163c4b45a4a5412a382bc781

28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c3ebb4b8c224468daa47b68f27eee2db

29
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苏州明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eef488006c7a482cb2de0392a6ced258

30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2ff62b58bcb84d9d9db84c929bfb351f

31
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固安信通信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9abb477ba00f4117a186743d3686cd88

32 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98cc7f2670c24145bfc5c9177b3cfc4c

33 制造业-食品制造业 长沙兴嘉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1df9880ac7134c9894d9ed37caa0a372

34

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986b2455f5b145cbbe81e5449560c5b1

35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4a9ebac77c354e7490105539cee9570b

36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7bf15fa2744f4e3aa6acb27fb8c3fb76

37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佛山市蓝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9655c60e24534dbc92783889c0592d0a

38 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79391664e227402c8fd40a1536161a09

39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79391664e227402c8fd40a1536161a09
40 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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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3445d16163c4b45a4a5412a382bc781

41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986b2455f5b145cbbe81e5449560c5b1

42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68c547d666404a27be173150189c7cf4

43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af1994fb1f254accbe4576d2730db8d4

44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cc0041df0f034e899f55d7481b0ce890

45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85d0c79d11be4e2488c93b96d3b2f96a

46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2ff62b58bcb84d9d9db84c929bfb351f

47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bc892104baba4b21960a670b91b03bb4

48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15e15807872046468f5f23ad49830256

49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e2896184e28445099399e5646b34f57b

50 格科微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0a765df5dd9d40c1afc058cade381fc4

51 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7417e4899cfa4aa1b35e26ac3a4dbd11

52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405d422f9f004f6f982966f00f1e1e33

53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d6844a2f78614258a52c88ce5ba12222

54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74d2d19a205b469cbc50c610b26a7449

55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7bf15fa2744f4e3aa6acb27fb8c3fb76
56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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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a0375fae55e4e82b4f2b01c1e326bd7

57

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df86677d6de94300948f44fdc77903db

58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930182b574fe46eeb2e7a4fda68b8608

59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7074e7c78df548d989c7ab0b309d8a1b

60 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51edd29c06a9483aa473f89428b69c34

61 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6307f8c3602a44498471239a6134ac7d

62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

深圳市正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af1994fb1f254accbe4576d2730db8d4

63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d34142e5e8c948c3994129d3655a73ef

64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cc0041df0f034e899f55d7481b0ce890

65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bc892104baba4b21960a670b91b03bb4

66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63468cadb5d9428ba32fb732f734c347

67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405d422f9f004f6f982966f00f1e1e33

6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e31421b2f714448fa331ea99eca14307

69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936cae160e9f4324be926462268df354

70 深圳微众信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68c547d666404a27be173150189c7cf4

71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a6629eceb2a34f3d951bdb2af103adbd
72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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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6629eceb2a34f3d951bdb2af103adbd

73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7945dd3e544242f29b2f0d20a7563a6c

74 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7945dd3e544242f29b2f0d20a7563a6c

75 南京森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85d0c79d11be4e2488c93b96d3b2f96a

76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e2896184e28445099399e5646b34f57b

77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0e5a93fc687d4d149f3d0b02e46816cb

78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8c0e1540c5af441eb388c232555297bd

7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专业

技术服务业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15e15807872046468f5f23ad49830256

8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研究

和试验发展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
d=4a9ebac77c354e7490105539cee9570b

（五）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挂牌委员会审议情况

本期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委员会共召开审议会议审议 16家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企业，同意 15家企业股票公

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暂缓审议北京凯腾精工制版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行业 名称 上市委会议提出询问的主要问题

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攀枝花秉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0-14/1602661804_878977.pdf
2 汽车制造业 安徽凤凰滤清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0-22/1603355407_120095.pdf
3 专用设备制造业 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0-29/1603957446_812095.pdf
4 金属制品业 青岛丰光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1-04/1604475172_701054.pdf
5 医药制造业 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1-13/1605252933_886230.pdf
6 仪器仪表制造业 常州同惠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1-20/1605858967_0901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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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农副食品加工业 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1-20/1605858967_090127.pdf

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
山东同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1-27/1606471925_785219.pdf

9 农副食品加工业 广东驱动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1-27/1606471925_785219.pdf
1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2-11/1607673970_421566.pdf
11 专业技术服务业 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2-14/1607931391_248334.pdf
12 通用设备制造业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2-18/1608288008_221791.pdf
13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2-18/1608288965_044784.pdf
14 医药制造业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2-25/1608884648_022626.pdf

1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
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2-25/1608884648_022626.pdf

16 专用设备制造业 北京凯腾精工制版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12-29/1609236246_582719.pdf

二、再融资申请企业情况

（一）公开发行

本期无上市公司公告公开发行董事会预案。

（二）非公开发行

从 2020年 10月 0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为止，有 26家上市公司首次公告非公开发行普通 A股预案。

序

号
行业 代码 名称

折价

率

（%）

增发数量

(万股)

预计募

集资金

(亿元)

定向增发

目的
发行对象说明

1 专用设备制

造业

603159.SH 上海亚虹 80.00 3,080.00 3.37 项目融资 海南宁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 300095.SZ 华伍股份 80.00 11,361.33 6.00 项目融资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3 专业技术服 300125.SZ 聆达股份 80.00 7,965.00 12.00 项目融资 包含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正育先生或其控制的主体在内的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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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业 代码 名称

折价

率

（%）

增发数量

(万股)

预计募

集资金

(亿元)

定向增发

目的
发行对象说明

务业 35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

4 600629.SH 华建集团 80.00 16,000.00 11.87 项目融资 不超过 35名的特定投资者

5
通用设备制

造业

300097.SZ 智云股份 80.00 8,656.49 6.89 项目融资

不超过 35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中国证

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

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

规定的其他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的投资者

6 600218.SH 全柴动力 80.00 11,062.65 7.50 项目融资
包括控股股东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三十五名特定

对象

7

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000738.SZ 航发控制 80.00 34,369.27 43.98 项目融资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

8 生态保护和

环境治理业
603903.SH 中持股份 80.00 5,260.97 4.81 引入战略

投资者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9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300050.SZ 世纪鼎利 80.00 17,100.00 9.01 补充流动

资金
四川特驱五月花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10 300025.SZ 华星创业 80.00 10,713.26 4.92 补充流动

资金
瑞安市创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1 688023.SH 安恒信息 80.00 2,222.22 13.33 项目融资

不超过 35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 QFII),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特定投资者.

12 燃气生产和

供应业
600956.SH 新天绿能 80.00 115,497.31 51.10 项目融资

包括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

13 汽车制造业 000338.SZ 潍柴动力 80.00 79,338.74 130.00 项目融资

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本次发行对象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财
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等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法投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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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业 代码 名称

折价

率

（%）

增发数量

(万股)

预计募

集资金

(亿元)

定向增发

目的
发行对象说明

14 002213.SZ 大为股份 80.00 3,000.00 3.88 补充流动

资金
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 农副食品加

工业
002100.SZ 天康生物 80.00 32,254.05 21.00 项目融资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

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法人以及

其他合格投资者,发行对象不超过 35 名.

16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300120.SZ 经纬辉开 80.00 13,934.35 13.00 项目融资

发行对象不超过 35名(含 35名),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

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法人,自
然人或其他合格的投资者.

17 300065.SZ 海兰信 80.00 7,955.21 9.94 补充流动

资金
深圳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8
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

造业

002109.SZ 兴化股份 80.00 31,588.34 9.00 项目融资

不超过 35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公

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中

国证监会规定和公司认定条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者.

19 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
600242.SH *ST中昌 80.00 13,699.95 3.15 补充流动

资金
海南点酷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0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600876.SH 洛阳玻璃 16,456.21 20.00 项目融资
包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含 35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投资者

21 002297.SZ 博云新材 80.00 14,139.45 6.31 项目融资

包括湖南兴湘方正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和湖南兴湘中证

信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内的不超过 35名特定对

象

22 纺织业 000611.SZ ST天首 80.00 8,450.00 1.96 项目融资 北京天首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3
电信、广播

电视和卫星

传输服务

601698.SH 中国卫通 40,000.00 33.00 项目融资 不超过 35名的特定对象

24 电气机械和 300569.SZ 天能重工 80.00 6,446.21 10.01 项目融资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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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业 代码 名称

折价

率

（%）

增发数量

(万股)

预计募

集资金

(亿元)

定向增发

目的
发行对象说明

器材制造业25 300447.SZ 全信股份 80.00 8,732.08 3.20 项目融资 不超过 35名的特定对象

26 300340.SZ 科恒股份 80.00 6,340.58 7.00 项目融资 株洲高科集团有限公司

（三）配股、可转债、可交债、优先股

1、可转债

本期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新洋丰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永

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获发

审委通过。

本期有 37 家上市公司公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序号 证监会行业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发行规模(亿元) 发行期限(年)
1 资本市场服务 300059.SZ 东方财富 158.0000 6

2

专用设备制造业

603283.SH 赛腾股份 3.0300 6

3 300776.SZ 帝尔激光 8.4000 6

4 300273.SZ 和佳医疗 5.8200 6

5 002833.SZ 弘亚数控 6.0000 5

6 300462.SZ 华铭智能 5.0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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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专业技术服务业 300732.SZ 设研院 4.5000 6

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02988.SZ 豪美新材 8.2400 6

9 医药制造业 603811.SH 诚意药业 3.0000 6

1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02984.SZ 森麒麟 21.9550 6

11 603212.SH 赛伍技术 7.0000 6

12 食品制造业 300791.SZ 仙乐健康 10.2489 6

13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00613.SZ 富瀚微 5.8119 6

14 688030.SH 山石网科 5.4670 6

15 汽车制造业 601633.SH 长城汽车 80.0000 6

16 批发业 002091.SZ 江苏国泰 45.5742 6

17 农副食品加工业 000876.SZ 新希望 81.5000 6

18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002822.SZ 中装建设 11.6000 6

19
家具制造业

603600.SH 永艺股份 4.9000 6

20 603709.SH 中源家居 2.5000 6

21 603208.SH 江山欧派 6.0000 6

2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300743.SZ 天地数码 1.7200 6

23 603390.SH 通达电气 6.5607 6

24 300308.SZ 中际旭创 30.0000 6

25 300623.SZ 捷捷微电 11.9500 6

26 600745.SH 闻泰科技 90.0000 6

27 002049.SZ 紫光国微 15.0000 6

28 货币金融服务 601009.SH 南京银行 200.0000 6

2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05166.SH 聚合顺 4.4500 6

30 002895.SZ 川恒股份 11.6000 6

31 000893.SZ 亚钾国际 - 6

32 603605.SH 珀莱雅 8.0350 6

33 纺织业 603055.SH 台华新材 6.0000 6

3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605222.SH 起帆电缆 10.0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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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688599.SH 天合光能 52.6500 6

36 603685.SH 晨丰科技 4.1500 6

3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601016.SH 节能风电 30.0000 6

本期有 48 家企业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

交易代码 债券简称
发行规模

(亿)

发行期限

(年)
债券评级 主体评级

票面利率

(%)
特殊条款 增信方式 上市日期 上市地点

发行人行业

(二级)

113611.SH 福 20转债 17.0000 6.0000 AA AA 0.2500 - - 2020-12-22 上海
半导体与半导

体生产设备

123079.SZ 运达转债 5.7700 6.0000 AA AA 0.3000 - - 2020-12-25 深圳 资本货物

113610.SH 灵康转债 5.2500 6.0000 AA- AA- 0.4000 - 保证担保 2020-12-22 上海
制药、生物科

技与生命科学

128139.SZ 祥鑫转债 6.4701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2-24 深圳
汽车与汽车零

部件

123078.SZ 飞凯转债 8.2500 6.0000 AA AA 0.3000 - - 2020-12-16 深圳 材料Ⅱ

113609.SH 永安转债 8.8648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2-23 上海
商业和专业服

务

123077.SZ 汉得转债 9.3715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2-15 深圳 软件与服务

110077.SH 洪城转债 18.0000 6.0000 AA+ AA+ 0.2000 - - 2020-12-17 上海 公用事业Ⅱ

123076.SZ 强力转债 8.5000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2-04 深圳 材料Ⅱ

128138.SZ 侨银转债 4.2000 6.0000 AA- AA- 0.4000 - 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担保
2020-12-24 深圳

商业和专业服

务

113608.SH 威派转债 4.2000 6.0000 A+ A+ 0.5000 - 连带责任担

保
2020-11-27 上海 资本货物

127025.SZ 冀东转债 28.2000 6.0000 AAA AAA 0.2000 - - 2020-12-02 深圳 材料Ⅱ

128137.SZ 洁美转债 6.0000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2-01 深圳
技术硬件与设

备

127024.SZ 盈峰转债 14.7619 6.0000 AA+ AA+ 0.2000 - - 2020-12-02 深圳 商业和专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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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113041.SH 紫金转债 60.0000 5.0000 AAA AAA 0.2000 - - 2020-11-27 上海 材料Ⅱ

128136.SZ 立讯转债 30.0000 6.0000 AA+ AA+ 0.1000 - - 2020-12-02 深圳
技术硬件与设

备

110076.SH 华海转债 18.4260 6.0000 AA AA 0.3000 - - 2020-11-25 上海
制药、生物科

技与生命科学

113607.SH 伟 20转债 12.0000 6.0000 AA AA 0.3000 - - 2020-11-27 上海
商业和专业服

务

123075.SZ 贝斯转债 6.0000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1-23 深圳
汽车与汽车零

部件

113606.SH 荣泰转债 6.0000 6.0000 AA- AA- 0.5000 - 连带责任担

保
2020-11-20 上海

医疗保健设备

与服务

123074.SZ 隆利转债 3.2450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1-16 深圳
技术硬件与设

备

123073.SZ 同和转债 3.6000 6.0000 A+ A+ 0.5000 - - 2020-11-16 深圳
制药、生物科

技与生命科学

127023.SZ 华菱转 2 40.0000 6.0000 AAA AAA 0.2000 - - 2020-11-19 深圳 材料Ⅱ

113040.SH 星宇转债 15.0000 6.0000 AA+ AA+ 0.2000 - - 2020-11-16 上海
汽车与汽车零

部件

113605.SH 大参转债 14.0500 6.0000 AA AA 0.3000 - - 2020-11-13 上海
食品与主要用

品零售Ⅱ

123072.SZ 乐歌转债 1.4200 6.0000 A+ A+ 0.5000 - - 2020-11-10 深圳
耐用消费品与

服装

123071.SZ 天能转债 7.0000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1-25 深圳 资本货物

123070.SZ 鹏辉转债 8.9000 6.0000 AA AA 0.3000 - - 2020-11-06 深圳 资本货物

128135.SZ 洽洽转债 13.4000 6.0000 AA AA 0.3000 - - 2020-11-18 深圳
食品、饮料与

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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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69.SZ 金诺转债 3.6800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1-05 深圳 材料Ⅱ

127022.SZ 恒逸转债 20.0000 6.0000 AA+ AA+ 0.2000 - - 2020-11-16 深圳 材料Ⅱ

123068.SZ 弘信转债 5.7000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1-04 深圳
技术硬件与设

备

110075.SH 南航转债 160.0000 6.0000 AAA AAA 0.2000 - - 2020-11-03 上海 运输

113604.SH 多伦转债 6.4000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1-17 上海 软件与服务

128134.SZ 鸿路转债 18.8000 6.0000 AA AA 0.3000 - - 2020-11-02 深圳 资本货物

113603.SH 东缆转债 8.0000 6.0000 AA AA 0.3000 - - 2020-10-29 上海 资本货物

128133.SZ 奇正转债 8.0000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0-27 深圳
制药、生物科

技与生命科学

123067.SZ 斯莱转债 3.8800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0-15 深圳 资本货物

123066.SZ 赛意转债 3.2000 6.0000 A+ A+ 0.4000 - - 2020-10-15 深圳 软件与服务

128132.SZ 交建转债 8.5000 6.0000 AA AA 0.4000 - - 2020-10-16 深圳 资本货物

110800.SH 赛腾定转 1.2600 3.0000 - - 0.0100 - - 2020-12-24 上海
半导体与半导

体生产设备

110802.SH 继峰定 02 7.1820 6.0000 - - 3.0000 - - 2020-12-24 上海
汽车与汽车零

部件

2、可交债

本期有 5家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

交易代码 债券简称
发行规模

(亿)

发行期限

(年)
债券评级 主体评级

票面利率

(%)
特殊条款 增信方式 上市日期 上市地点

发行人行业

(二级)

117178.SZ 20中兵 E2 3.6000 3.0000 - AA+ 0.5000 - 质押担保 2020-12-10 深圳 多元金融

117177.SZ 20黑猫 EB 2.0000 3.0000 - - 5.0000 - 质押担保 2020-11-06 深圳 材料Ⅱ

117176.SZ 20奥城 EB 2.5000 3.0000 - - 0.5000 - 质押担保 2020-11-03 深圳 材料Ⅱ

117175.SZ 20浪潮 E2 10.0000 3.0000 - AAA 0.1000 - 质押担保 2020-11-03 深圳 技术硬件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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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117174.SZ 20浪潮 E1 15.0000 3.0000 - AAA 0.1000 - 质押担保 2020-10-15 深圳
技术硬件与设

备

3、配股

本期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获发审委通过。

本期有 2家上市公司公告配股预案。

序号 证监会行业(2012 版) 交易代码 名称 计划配股数量(万股) 预计募集资金(亿元)

1 土木工程建筑业 600846.SH 同济科技 18,742.85 6.00
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600888.SH 新疆众和 30,741.16 12.00

4、优先股

本期无上市公司公告优先股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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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并购重组申请企业情况

（一）新增审核企业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为止，新增 9家于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并购重组企业。

序号 上市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申请人 申请项目

1 ST昌九 600228 ST昌九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 强生控股 600662 强生控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3 宝钢包装 601968 宝钢包装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4 冠豪高新 600433 冠豪高新
上市公司合并、分立

核准

5 山西路桥 000755 山西路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6 首钢股份 000959 首钢股份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7 东风科技 600081 东风科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8 中兴通讯 000063 中兴通讯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9 天顺风能 002531 天顺风能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二）重组委审核情况

本期重组委共审核 14家企业，11家过会。

序号 上会企业 审核结果 重组委审核主要意见

1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有条件通过

请申请人结合行业政策和竞争优

势，充分披露标的资产推广服务业务的

成本费用构成，以及预测期内收入和利

润的可实现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

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有条件通过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原股东限制控制

权转让的约定对本次交易的影响及解决

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请申请人结合标的资产行业竞争格

局和客户开拓能力等情况，进一步披露

标的资产未来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请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

司
无条件通过 -

4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无条件通过 -

5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

有限公司
有条件通过

请申请人结合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净

资产收益率变动情况，进一步说明本次

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

利能力的依据和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 有条件通过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业绩承诺方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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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的对价股份用于保障业绩承诺有效执行

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无条件通过 -

8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有条件通过

请申请人结合应收账款、资产负债

率、经营活动现金流等财务指标，进一

步说明标的资产相关经营风险及后续改

善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9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无条件通过 -

10
上海凤凰企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条件通过

请申请人进一步披露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评估增值率高于可比交易案例的合

理性和预测期较高销售增长率的可实现

性。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11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

有限公司
未获通过

申请人关于交易对手方最终出资人

的披露不符合重组相关准则，信息披露

不完整，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12

德力西新疆交通运

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未获通过

申请人未充分说明标的资产的核心

竞争力、本次交易估值的合理性，未充

分披露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

产质量，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13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未获通过

申请人未充分说明标的资产的核心

竞争力、本次交易估值的合理性，未充

分披露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

产质量，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14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有条件通过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华北牌

系列商标评估中关键参数（收取比、折

现率等）选取和评估作价的合理性。请

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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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董事会预案的公司及预案

从 2020年 10月 0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为止，有 17家公告并购重组

董事会预案的企业。

序号 证监会行业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1 专用设备制造业 300442.SZ 普丽盛

2 医药制造业 688189.SH 南新制药

3 土木工程建筑业 600970.SH 中材国际

4 通用设备制造业 002816.SZ 和科达

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00508.SZ 维宏股份

6 600845.SH 宝信软件

7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300506.SZ 名家汇

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603025.SH 大豪科技

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00893.SZ 亚钾国际

10 300596.SZ 利安隆

11 002319.SZ *ST乐通

1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02075.SZ 沙钢股份

1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03021.SH 山东华鹏

14 房地产业 000558.SZ 莱茵体育

1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600877.SH ST电能

16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00966.SZ 长源电力

17 001896.SZ 豫能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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