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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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九期

（2021年 04月 01日-2021年 0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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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07月 01日，中国证监会受理首发及发行存托凭证企业共 218

家，其中已过会 17家，未过会 201家。未过会企业中正常待审企业 201家，中

止审查企业 0家。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审核情况 沪市主板 深市主板

受理企业数 119 99
已过会企业数 12 5

正常待审企业数 107 94
中止审查企业数 0 0
新增审核企业 55 59
审核情况： 12

其中未通过家数 1
审核通过率 91.67%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首发企业

共 148家，其中已问询 264家，已审议 47家，提交注册/注册生效 628家，中止

/财报更新 13家，终止审查 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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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74
已问询企业数 204 60
已审议企业数 33 14

提交注册/注册生效企业数 250 378
中止/财报更新企业数 8 5

终止审查企业数 93 114
新增审核企业 104 95
审核情况： 42 35

其中未通过家数 0 2
审核通过率 100.00% 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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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04月 09日起至 2021年 06月 30日为止，新增 55家于上交所主

板审核企业。

序号 申请企业 拟上市板

1 安徽万朗磁塑 沪市主板

2 中国电信 沪市主板

3 浙江比依电器 沪市主板

4 兴通海运 沪市主板

5 宁波环洋新材料 沪市主板

6 金徽矿业* 沪市主板

7 正大投资 沪市主板

8 万控智造 沪市主板

9 山东嘉华生物科技 沪市主板

10 浙江五芳斋实业 沪市主板

11 上海博隆装备技术 沪市主板

12 上海友升铝业 沪市主板

13 西藏阜康医疗* 沪市主板

14 固力发集团 沪市主板

15 广州鹿山新材料 沪市主板

16 浙江得乐康食品 沪市主板

17 苏州亚科科技 沪市主板

18 衣拉拉集团 沪市主板

19 唐山曹妃甸木业 沪市主板

20 浙江博澳新材料 沪市主板

21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 沪市主板

22 江苏华辰变压器 沪市主板

23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 沪市主板

24 浙江亿力机电 沪市主板

25 广东凯金新能源科技 沪市主板

26 上海天擎天拓信息技术 沪市主板

27 上海福贝宠物用品 沪市主板

28 盛时钟表集团 沪市主板

29 辽宁鼎际得石化 沪市主板

30 上海上房物业服务 沪市主板

31 北京福元医药 沪市主板

32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 沪市主板

33 浙江大洋世家 沪市主板

34 艾郎科技 沪市主板

35 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 沪市主板

36 江西天新药业 沪市主板

37 烟台亚通精工机械 沪市主板

38 大庄园肉业集团 沪市主板

39 南京嘉环科技 沪市主板

40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 沪市主板

41 赛克思液压科技 沪市主板

42 河北智同生物制药 沪市主板

43 山东邦基科技 沪市主板

44 青蛙泵业 沪市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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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晋拓科技 沪市主板

46 上海紫燕食品 沪市主板

47 上海建科集团 沪市主板

48 沈阳来金汽车零部件 沪市主板

49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 沪市主板

50 北京荣大科技 沪市主板

51 青松医药集团 沪市主板

52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 沪市主板

53 书香门地集团 沪市主板

54 江苏冠联新材料科技 沪市主板

55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 沪市主板

2、深交所主板

从 2021年 04月 09日起至 2021年 06月 30日为止，新增 59家于深交所主

板审核企业。

序号 申请企业 拟上市板

1 深圳港创建材 深市主板

2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 深市主板

3 龙腾照明集团 深市主板

4 新疆立新能源* 深市主板

5 深圳市海昌华海运 深市主板

6 正和汽车科技（十堰） 深市主板

7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 深市主板

8 深圳远超智慧生活 深市主板

9 江西中天智能装备 深市主板

10 劲旅环境科技 深市主板

11 广西扬翔* 深市主板

12 北京利仁科技 深市主板

13 江西阳光乳业 深市主板

14 深圳市豪鹏科技 深市主板

15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 深市主板

16 武汉里得电力科技 深市主板

17 中健康桥医药集团* 深市主板

18 武汉金东方智能景观 深市主板

19 上海宏英智能科技 深市主板

20 湖北三赢兴光电科技 深市主板

21 深圳市康冠科技 深市主板

22 山东泰鹏环保材料 深市主板

23 铭科精技控股 深市主板

24 慕思健康睡眠 深市主板

25 永泰运化工物流 深市主板

26 深圳宏业基岩土科技 深市主板

27 安徽拓山重工 深市主板

28 粤海永顺泰集团 深市主板

29 深圳市金照明科技 深市主板

30 青岛大牧人机械 深市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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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 深市主板

32 杭州泛亚卫浴 深市主板

33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 深市主板

34 杭州楚环科技 深市主板

35 农心作物科技* 深市主板

36 胜通能源 深市主板

37 弘业期货 深市主板

38 浙江博菲电气 深市主板

39 广东宏石激光技术 深市主板

40 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 深市主板

41 四川湖山电器* 深市主板

42 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 深市主板

43 西安冰峰饮料* 深市主板

44 浙江铖昌科技 深市主板

45 浙江正特 深市主板

46 石家庄尚太科技 深市主板

47 中山朗斯家居 深市主板

48 箭牌家居集团 深市主板

49 润贝航空科技 深市主板

50 洲宇设计集团* 深市主板

51 上海众幸防护科技 深市主板

52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 深市主板

53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 深市主板

54 播恩集团 深市主板

55 上海热像科技 深市主板

56 广东魅视科技 深市主板

57 北京燕文物流 深市主板

58 深圳市亿道信息 深市主板

59 龙江元盛和牛产业 深市主板

3、深交所创业板

从 2021年 04月 09日起至 2021年 06月 30日为止，新增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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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 宝宝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 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 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 美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 江西兆驰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 天津艺虹智能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1 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2 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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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北京航天恒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4 广东新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5 深圳华强电子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6 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7 陕西昱琛航空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8 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9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0 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1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2 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3 谷实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4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5 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6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7 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创业板

28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29 深圳垒石热管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0 北京环球优路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1 大连华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2 太仓展新胶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3 上海文华财经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4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5 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6 成都德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7 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8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39 山东科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0 上海醉清风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1 厦门科拓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2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3 来邦科技股份公司 创业板

44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5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6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7 河北广电无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8 北京数聚智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9 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0 贝隆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1 东莞市净诺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2 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3 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4 深圳市景创科技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5 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6 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7 深圳市瑞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8 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59 河南科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0 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1 矩阵纵横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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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四川中泰联合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3 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4 广州聚合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5 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6 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7 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8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69 浙江明士达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0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1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2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3 龙口联合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4 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5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6 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7 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8 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79 麦斯克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0 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1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2 浙江野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3 青岛有屋智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4 惠州市华达通气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5 福建飞通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6 深圳市兴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7 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8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89 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0 珠海广浩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1 日日顺供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2 湖北恒安芙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3 珠海科瑞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4 捷邦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5 上海美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6 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7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8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99 惠州仁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0 宁波博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1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2 上海卡恩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3 深圳市美好创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104 八马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

4、上交所科创板

从 2021年 04月 09日起至 2021年 06月 30日为止，新增 95家于上交所审

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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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企业 拟上市板

1 杭州索元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 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 大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 常州铭赛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8 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9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0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1 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2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3 西安大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4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5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6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7 敏实集团有限公司 科创板

18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19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0 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1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2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3 上海奉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4 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5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6 广州熵能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7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8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29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0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1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2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3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4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5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6 上海商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7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8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39 宁波菲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0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1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2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3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4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5 浙江和泽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6 龙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7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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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49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0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1 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2 深圳市联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3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4 上海芯龙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5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6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7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8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59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0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1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2 北京谷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3 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4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5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6 江苏高凯精密流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7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8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69 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0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1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2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3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4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5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6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7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8 中天科技海缆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79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80 大连优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81 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82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83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84 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85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86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87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88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89 上海吉凯基因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90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91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92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93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94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95 上海芯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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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审委审核情况

从 2021年 04月 01日-2021年 06月 30日为止，共召开发审会审核 14家 IPO企业，11家过会。

普洱澜沧古茶股份有限公司、老铺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取消审核。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未通过，主要原因为：（1）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为留置针类产品，毛利率远高于行业可比

公司，发行人主要产品保持高毛利率的合理性及可持续性存疑；（2）发行人的销售费用率分别为 29.25%、29.56%、30.53%，远高于

行业可比公司，销售人员人均工资远高于发行人平均职工薪酬，发行人实控人存在大额现金收支，销售费用率远高于行业可比公司的

合理性存疑，是否存在商业贿赂，是否存在变向通过经销商资金回转实现销售等情况存疑，发行人实控人是否存在直接、间接与发行

人、发行人经销商、供应商、终端医院及其他关联方存在交易或往来的情形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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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医疗诊

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5/t20210527_398487.htm

2 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4/t20210408_395668.htm

3 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焙烤食品

制造-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6/t20210624_400341.htm

4 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4/t20210429_396874.htm

5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6/t20210617_399870.htm

6 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5/t20210506_397053.htm
7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6/t20210610_399519.htm

8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5/t20210506_397053.htm
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闻和出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6/t20210610_399519.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5/t20210527_398487.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4/t20210408_395668.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6/t20210624_400341.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4/t20210429_396874.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6/t20210617_399870.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5/t20210506_397053.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6/t20210610_399519.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5/t20210506_3970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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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业

1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专业技

术服务业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5/t20210506_397053.htm

1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上

运输业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4/t20210401_395195.htm

1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

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5/t20210513_397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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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家 IPO企业，42家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上海欣巴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消审核。

序

号
行业 公司名称 上市委会议提出询问的主要问题

1 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8311
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研究和试

验发展

杭州百诚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383
3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730
4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963
5

批发和零售业-零售业

迪阿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075
6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341
7 日禾戎美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187
8 批发和零售业-批发业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963
9 卫生和社会工作-卫生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1292
1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1292
11 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534
12 北京三维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963
13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8843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5/t20210506_397053.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4/t20210401_395195.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2105/t20210513_397589.htm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8311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383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730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963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075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341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187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963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1292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1292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534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963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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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8311
15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974
16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826

17 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534
18 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8843
19 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1595
20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935
21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963
22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528
23 深圳市鸿富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341
24 苏州万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341
25

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974

26 杭州正强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730
27

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成都一通密封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1595

28 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413
29

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1595
30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935
31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8843
32

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935
33 西藏多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534
34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187
35 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075

36 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
宁波星源卓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383

37

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1292
38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826
39 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974
40 广州华研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413
4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商务服务业 兆讯传媒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075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8311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974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826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534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8843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1595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935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963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528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341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341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974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730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1595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413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1595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935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8843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935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534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187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075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383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1292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20826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974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413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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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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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家 IPO企业，同意 33家企业发行上市。

青岛中科英泰商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取消审核。美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暂缓表决。

不同意武汉珈创生物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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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研究和试

验发展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cc5578d7d2614adba18d692808248c20&isType=jggg

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专业技术

服务业
武汉珈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3f8ba682de554d1abbe67db3193b6e83&isType=jggg

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生态

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6043e36dce5346a4852342c86485abaf&isType=jggg

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eeec8cbca6fe40a6b287caa68386a2da&isType=jggg

5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623b0627311440e697337ac0d015fbe2&isType=jggg

6 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d8f90cc211a34af58e8dc8048f6e658f&isType=jggg

7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43e8cdaaf47340c7a1d66ca49486e6f9&isDouble=false&isType=jggg

8
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20c3c7553adf490780d84614f6e58c4b&isType=jggg

9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a8b8e1a1b72a49319ab777ee64ea234a&isType=jggg

10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ef871547b4b2432d93d37589350113b5&isType=jggg

http://listing.szse.cn/announcement/commitee/detail/index.html?id=1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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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行业 公司名称 上市委会议提出询问的主要问题

备制造业11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43e8cdaaf47340c7a1d66ca49486e6f9&isDouble=false&isType=jggg

12 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a8b8e1a1b72a49319ab777ee64ea234a&isType=jggg

13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5ea0f7fad8cd454fb55e40786bd0a8ba&isType=jggg

14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5ea0f7fad8cd454fb55e40786bd0a8ba&isType=jggg

15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6560e8c445034f2aa7626afc7f0ab4b8&isType=jggg

16 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d8f90cc211a34af58e8dc8048f6e658f&isType=jggg

17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c2a0525dfbcf4f778e0cd0ecf4efe563&isType=jggg

18 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1d688943413e4360a8f876c525ea5c96&isDouble=false&isType=jggg

19
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5a2a2b3a0b3342cda2fda7b8024edaaa&isType=jggg

20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5a2a2b3a0b3342cda2fda7b8024edaaa&isType=jggg

21
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纽威数控装备(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8f2ad6bb01494df8a9e60744cb3b0a9d&isType=jggg

22 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

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cc5578d7d2614adba18d692808248c20&isType=jggg

23

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9fe3d2d5d5494e378a3c1f504e413f78&isType=jggg

24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d220ba9297974f9f9bd9d33645e804b8&isDouble=false&isType=jggg

25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6043e36dce5346a4852342c86485abaf&isType=jggg
26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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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0ad3446fcfa4101af4598d3b629746e&isType=jggg

27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03d5a801b5974a79b6e57a606367243f&isType=jggg

28 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03d5a801b5974a79b6e57a606367243f&isType=jggg

29 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c2a0525dfbcf4f778e0cd0ecf4efe563&isType=jggg

30

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9fe3d2d5d5494e378a3c1f504e413f78&isType=jggg

31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ef871547b4b2432d93d37589350113b5&isType=jggg

32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c3b51c39a4eb4410ace774c5f04750ca&isDouble=false&isType=jggg

33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c3b51c39a4eb4410ace774c5f04750ca&isDouble=false&isType=jggg

34 美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d220ba9297974f9f9bd9d33645e804b8&isDouble=false&isType=jggg

35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
Id=1d688943413e4360a8f876c525ea5c96&isDouble=false&isType=j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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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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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缓审议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扬子地板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志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行业 名称 挂牌委会议提出询问的主要问题

1 化学纤维制造业 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6-29/1624961408_474235.pdf
2

专用设备制造业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6-29/1624961168_797164.pdf

3 北京凯腾精工制版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6-16/1623829209_111481.pdf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03d5a801b5974a79b6e57a606367243f&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03d5a801b5974a79b6e57a606367243f&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03d5a801b5974a79b6e57a606367243f&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03d5a801b5974a79b6e57a606367243f&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c2a0525dfbcf4f778e0cd0ecf4efe563&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c2a0525dfbcf4f778e0cd0ecf4efe563&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9fe3d2d5d5494e378a3c1f504e413f78&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9fe3d2d5d5494e378a3c1f504e413f78&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ef871547b4b2432d93d37589350113b5&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ef871547b4b2432d93d37589350113b5&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c3b51c39a4eb4410ace774c5f04750ca&isDouble=false&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c3b51c39a4eb4410ace774c5f04750ca&isDouble=false&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c3b51c39a4eb4410ace774c5f04750ca&isDouble=false&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c3b51c39a4eb4410ace774c5f04750ca&isDouble=false&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d220ba9297974f9f9bd9d33645e804b8&isDouble=false&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d220ba9297974f9f9bd9d33645e804b8&isDouble=false&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1d688943413e4360a8f876c525ea5c96&isDouble=false&isType=jggg
http://kcb.sse.com.cn/announcement/commiteeresult/index_pdf.shtml?fileId=1d688943413e4360a8f876c525ea5c96&isDouble=false&isType=j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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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业技术服务业 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6-28/1624871287_771800.pdf
5 医药制造业 四川梓橦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6-22/1624352047_940492.pdf

6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安徽扬子地板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6-22/1624352047_940492.pdf

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南通通易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6-28/1624871287_771800.pdf
8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河北志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6-07/1623060607_185801.pdf
9 南京云创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6-07/1623060607_185801.pdf

10 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5-31/1622447046_831593.pdf

11 汽车制造业 湖北华阳汽车变速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5-20/1621496700_560805.pdf
12 金属制品业 珠海拾比佰彩图板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5-13/1620892688_227684.pdf
13 仪器仪表制造业 桂林星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5-13/1620892688_227684.pdf
14 通用设备制造业 浙江海力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5-06/1620286426_532503.pdf
15 家具制造业 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4-30/1619772520_094340.pdf
1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惠州市惠德瑞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4-26/1619424018_497966.pdf

1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潍坊智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4-22/1619079252_078581.pdf

18 食品制造业 长春市朱老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1/2021-04-19/1618819568_0169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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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04月 01日-2021年 06月 30日为止，有 36家上市公司首次公告非公开发行普通 A股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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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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

688339.SH 亿华通-U 80.00 85.10 2.00 项目融资
1.燃料电池综合测试评价中

心；2.补充流动资金

UBS AG, 潍坊北汽新动能转

换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以

及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2 300919.SZ 中伟股份 80.00 5,696.50 50.00 项目融资

1.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北部湾产业基地三元项

目一期;2.补充流动资金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3
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

造业

603683.SH 晶华新材 80.00 5,481.63 6.50 项目融资

1.年产 10,800万平方米光学

膜扩建项目；2.年产 OCA光

学膜胶带 2,600万 m2、硅胶

保护膜 2,100万 m2、离型膜

4,000万 m2项目；3.补充流

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4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300449.SZ 汉邦高科 80.00 8,947.77 5.19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

款
北京沐朝控股有限公司

5 300220.SZ 金运激光 80.00 4,536.00 2.16 项目融资 IP衍生品运营推广项目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6 300903.SZ 科翔股份 80.00 5,170.13 11.00 项目融资
1.江西科翔印制电路板及半

导体建设项目（二期）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7 603633.SH 徕木股份 80.00 7,905.04 7.00 项目融资

1.新能源汽车连接器项目；2.
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研发中心

项目；3.补充流动资金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8 002660.SZ 茂硕电源 80.00 8,229.83 4.57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济南产发融盛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济南市能源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9 家具制造业 300616.SZ 尚品宅配 80.00 827.81 5.34 引入战略 1.成都维尚生产基地建设项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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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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 目；2.补充流动资金

10 建筑装饰和

其他建筑业
002482.SZ 广田集团 80.00 46,118.39 13.50 项目融资

1.建筑装饰工程项目 2.偿还

银行贷款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11 酒、饮料和精

制茶制造业
000752.SZ *ST西发 80.00 7,912.75 3.14 补充流动

资金
偿还公司债务 西藏盛邦控股有限公司,罗希

12
开采辅助活

动

300157.SZ 恒泰艾普 80.00 21,363.40 7.24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山西山能发电有限公司

13 300164.SZ 通源石油 80.00 15,405.91 3.00 补充流动

资金

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建设

及补充流动资金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14 零售业 601607.SH 上海医药 80.00 85,262.68 143.84 引入战略

投资者

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债

务

上海潭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5 农副食品加

工业
000911.SZ 南宁糖业 80.00 7,623.89 6.00 补充流动

资金

偿还有息债务（包含金融机

构借款等）
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 批发业 000626.SZ 远大控股 80.00 4,325.88 6.00 项目融资

1.收购凯立生物 85.1166%股

权；2.收购辽宁微科 100%股

权；3.补充流动资金

上海远大产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7 汽车制造业 300432.SZ 富临精工 80.00 22,170.97 15.00 项目融资

新能源汽车智能电控产业项

目；年产 5万吨新能源锂电

正极材料项目；补充流动资

金

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富临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不

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

18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300311.SZ 任子行 80.00 20,208.90 4.00 项目融资

1.工业互联网安全防护产品

项目；2.5G网络安全产品项

目；3.深圳总部基地项目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19 600588.SH 用友网络 80.00 49,056.74 52.98 项目融资

用友商业创新平台 YonBIP
建设项目；用友产业园（南

昌）三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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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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银行借

款

20 商务服务业 603729.SH ST龙韵 80.00 2,800.00 2.27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

款
段佩璋

21
生态保护和

环境治理业

300262.SZ 巴安水务 80.00 20,093.01 6.29 项目融资
1.偿还银行贷款；2.补充流动

资金

山东高创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2 603603.SH 博天环境 80.00 12,452.37 5.65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中国葛洲坝集团生态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23

土木工程建

筑业

002140.SZ 东华科技 80.00 16,359.34 9.31 引入战略

投资者

1.东至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

厂二期工程项目；2.芜湖

“JADE玉”EPC项目；3.偿还

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

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4 601611.SH 中国核建 80.00 79,488.59 30.00 项目融资

1.宜昌市港窑路夷陵区段道

路工程 PPP项目；2.德州市东

部医疗中心 EPC项目；3.砀
山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三期项

目；4.补充流动资金

包括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在内的不超过三十五名的

特定投资者

25

橡胶和塑料

制品业

002838.SZ 道恩股份 80.00 12,239.72 8.51 项目融资

1.生物可降解塑料（PBAT）
新建项目（一期）；2.道恩股

份西南总部基地项目（一

期）；3.补充流动资金

包括公司控股股东道恩集团

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

26 603725.SH 天安新材 80.00 6,283.26 3.00 项目融资

1.收购石湾鹰牌、东源鹰牌、

鹰牌贸易、鹰牌科技各 66%
股权；2.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

银行贷款

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吴启超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

27 医药制造业 002198.SZ 嘉应制药 80.00 15,200.00 8.85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广东新南方医疗投资发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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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002826.SZ 易明医药 80.00 4,957.51 3.50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高帆

29

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

工业

600110.SH 诺德股份 80.00 34,000.00 22.88 项目融资

青海高性能极薄锂离子电池

用电解铜箔工程项目、惠州

动力电池用电解铜箔工程项

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

行贷款

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

司,深圳市弘源新材料有限公

司,深圳邦民新材料有限公司

30 600392.SH 盛和资源 80.00 10,600.00 13.68 项目融资

1.盛和资源（江苏）稀土有限

公司稀土冶炼分离生产线建

设项目；2.稀土金属加工技改

扩产项目；3.研发中心及信息

中心建设项目；4.环保设施升

级项目；5.补充流动资金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31 造纸和纸制

品业
002799.SZ 环球印务 80.00 6,804.00 9.00 项目融资

1.西安环球印务扩产暨绿色

包装智能制造工业园（一期）

项目；2.天津环球印务扩产暨

绿色包装智能制造项目；3.
补充流动资金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32 住宿业 600258.SH 首旅酒店 80.00 20,000.00 30.00 项目融资
1.酒店扩张及装修升级项目；

2.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包括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不

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

33
专用设备制

造业

688516.SH 奥特维 80.00 781.36 5.50 项目融资

1.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

化；2.科技储备资金；3.补充

流动资金

葛志勇

34 300273.SZ 和佳医疗 80.00 23,770.63 6.50 项目融资

1.冷循环射频消融机及射频

针生产车间建设项目；2.南通

和佳康复医院扩建项目；3.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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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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用中心制氧系统及制氧机

生产车间建设项目；4.补充流

动资金

35 688277.SH 天智航-U 80.00 6,297.70 13.40 项目融资

1.新一代骨科手术机器人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2.营销体系

升级项目；3.智慧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4.科技储备资金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36 603956.SH 威派格 80.00 12,778.81 13.00 项目融资

1.年产农村饮用水泵站及加

压设备 2000套、智慧加药系

统 2000套、集装箱一体化水

厂 200套、大型装配式水厂

20套的智慧给排水生产研发

基地项目；2.补充流动资金

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三）配股、可转债、可交债、优先股

1、可转债

本期主板：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获发审委通过。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债）未获发审委通过。

本期创业板：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晶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泰林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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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久量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本期科创板：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本期有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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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业 002234.SZ 民和股份 5.4000 6
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603486.SH 科沃斯 10.4000 6

3 300763.SZ 锦浪科技 9.5838 6
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01865.SH 福莱特 40.0000 6

5 601012.SH 隆基股份 70.0000 6

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
000708.SZ 中信特钢 50.0000 6

7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0703.SZ 恒逸石化 30.0000 6
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300891.SZ 惠云钛业 4.9000 6
9 002669.SZ 康达新材 7.5000 6
10 605008.SH 长鸿高科 7.0000 6
11 300725.SZ 药石科技 11.5000 6
12 002809.SZ 红墙股份 5.2000 6
13 600075.SH 新疆天业 30.0000 6
14 300174.SZ 元力股份 9.0000 6
15 688585.SH 上纬新材 5.1000 6
16 603585.SH 苏利股份 10.0000 6
17

货币金融服务
601166.SH 兴业银行 500.0000 6

18 601838.SH 成都银行 80.0000 6
1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300843.SZ 胜蓝股份 3.3000 6
20 300787.SZ 海能实业 6.0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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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002845.SZ 同兴达 10.0000 6
22 300811.SZ 铂科新材 4.3000 6
23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002989.SZ 中天精装 6.0700 6
24

金属制品业
600496.SH 精工钢构 20.0000 6

25 603112.SH 华翔股份 8.0000 6

26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业
002568.SZ 百润股份 12.8000 6

27
农副食品加工业

600251.SH 冠农股份 8.4000 6
28 300673.SZ 佩蒂股份 7.2000 6
29 600438.SH 通威股份 120.0000 6
3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603689.SH 皖天然气 9.3000 6
3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00560.SZ 中富通 5.0500 6
32 300663.SZ 科蓝软件 5.3750 6
33 300290.SZ 荣科科技 6.0090 6
34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300692.SZ 中环环保 8.6400 6

3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

料加工业
300839.SZ 博汇股份 4.0000 6

36
通用设备制造业

002534.SZ 杭锅股份 11.1000 6
37 300853.SZ 申昊科技 5.5000 6
38 文化艺术业 603466.SH 风语筑 6.0000 6
3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88219.SH 会通股份 8.5000 6
40 研究和试验发展 688179.SH 阿拉丁 4.0138 6
41

医药制造业

002422.SZ 科伦药业 30.0000 6
42 300871.SZ 回盛生物 7.0000 6
43 603880.SH 南卫股份 2.5000 6
44 邮政业 002120.SZ 韵达股份 25.0000 6

4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
603799.SH 华友钴业 76.0000 6

46 造纸和纸制品业 605007.SH 五洲特纸 6.7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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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专用设备制造业

300818.SZ 耐普矿机 4.0000 6
48 300486.SZ 东杰智能 6.0000 6
49 688001.SH 华兴源创 8.0000 6
50 002645.SZ 华宏科技 5.1500 6
51 603185.SH 上机数控 24.7000 6
52 688096.SH 京源环保 3.5000 6
53 002975.SZ 博杰股份 5.2600 6

本期有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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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市日期 上市地点 特殊条款 增信方式

发行人行业

(二级)

113050.SH 南银转债 200.0000 6.0000 AAA AAA 0.2000 2021-07-01 上海 - - 银行

113625.SH 江山转债 5.8300 6.0000 AA- AA- 0.4000 2021-07-01 上海 - - 耐用消费品与

服装

123116.SZ 万兴转债 3.7875 6.0000 A+ A+ 0.4000 2021-07-01 深圳 - - 软件与服务

123115.SZ 捷捷转债 11.9500 6.0000 AA- AA- 0.4000 2021-06-29 深圳 - - 半导体与半导

体生产设备

127036.SZ 三花转债 30.0000 6.0000 AA+ AA+ 0.2000 2021-06-30 深圳 - - 资本货物

127035.SZ 濮耐转债 6.2639 5.0000 AA AA 0.6000 2021-06-18 深圳 - - 材料Ⅱ

123114.SZ 三角转债 9.0437 6.0000 AA- AA- 0.4000 2021-06-11 深圳 - - 资本货物

111000.SH 起帆转债 10.0000 6.0000 AA- AA- 0.4000 2021-06-17 上海 - - 资本货物

127034.SZ 绿茵转债 7.1200 6.0000 AA- AA- 0.4000 2021-05-28 深圳 - - 资本货物

113624.SH 正川转债 4.0500 6.0000 A+ A+ 0.5000 2021-06-01 上海 - 连带责任担保
医疗保健设备

与服务

113048.SH 晶科转债 30.0000 6.0000 AA AA 0.3000 2021-05-31 上海 - - 公用事业Ⅱ

123113.SZ 仙乐转债 10.2489 6.0000 AA- AA- 0.4000 2021-05-14 深圳 - - 医疗保健设备

与服务

127033.SZ 中装转 2 11.6000 6.0000 AA AA 0.3000 2021-05-24 深圳 - - 资本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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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0.SH 东湖转债 15.5000 6.0000 AA AA 0.3000 2021-05-12 上海 - - 资本货物

127032.SZ 苏行转债 50.0000 6.0000 AAA AAA 0.2000 2021-05-12 深圳 - - 银行

113047.SH 旗滨转债 15.0000 6.0000 AA+ AA+ 0.2000 2021-05-07 上海 - - 材料Ⅱ

113623.SH 凤 21转债 25.0000 6.0000 AA AA 0.3000 2021-05-07 上海 - - 材料Ⅱ

123112.SZ 万讯转债 2.4572 6.0000 AA- AA- 0.4000 2021-04-23 深圳 - - 资本货物

123111.SZ 东财转 3 158.0000 6.0000 AA+ AA+ 0.2000 2021-04-23 深圳 - - 多元金融

123110.SZ 九典转债 2.7000 6.0000 A+ A+ 0.4000 2021-04-23 深圳 - - 制药、生物科

技与生命科学

123109.SZ 昌红转债 4.6000 6.0000 AA- AA- 0.4000 2021-04-19 深圳 - - 资本货物

123108.SZ 乐普转 2 16.3800 5.0000 AA+ AA+ 0.3000 2021-04-19 深圳 - - 医疗保健设备

与服务

110079.SH 杭银转债 150.0000 6.0000 AAA AAA 0.2000 2021-04-23 上海 - - 银行

123107.SZ 温氏转债 92.9700 6.0000 AAA AAA 0.2000 2021-04-21 深圳 - - 食品、饮料与

烟草

113622.SH 杭叉转债 11.5000 6.0000 AA+ AA+ 0.2000 2021-04-14 上海 - - 资本货物

127031.SZ 洋丰转债 10.0000 6.0000 AA AA 0.3000 2021-04-23 深圳 - - 材料Ⅱ

123106.SZ 正丹转债 3.2000 6.0000 AA- AA- 0.4000 2021-04-20 深圳 - - 材料Ⅱ

127030.SZ 盛虹转债 50.0000 6.0000 AA+ AA+ 0.2000 2021-04-21 深圳 - - 材料Ⅱ

128145.SZ 日丰转债 3.8000 6.0000 AA- AA- 0.3000 2021-04-16 深圳 - 质押担保 资本货物

113046.SH 金田转债 15.0000 6.0000 AA+ AA+ 0.3000 2021-04-12 上海 - - 材料Ⅱ

127029.SZ 中钢转债 9.6000 6.0000 AA+ AA+ 0.2000 2021-04-23 深圳 - - 资本货物

123105.SZ 拓尔转债 8.0000 6.0000 AA- AA- 0.4000 2021-04-27 深圳 - - 软件与服务

123102.SZ 华自转债 6.7000 6.0000 AA- AA- 0.4000 2021-04-01 深圳 - - 资本货物

113620.SH 傲农转债 10.0000 6.0000 AA AA 0.3000 2021-04-02 上海 - - 食品、饮料与

烟草

113045.SH 环旭转债 34.5000 6.0000 AA+ AA+ 0.1000 2021-04-02 上海 回售 - 技术硬件与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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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10.SH 天业定 02 12.1672 6.0000 - A 2.0000 2021-06-29 上海 - 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担保
材料Ⅱ

110807.SH 动力定 01 6.4250 5.0000 - - 0.5000 2021-05-13 上海 - - 资本货物

2、可交债

本期有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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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市日期 上市地点 特殊条款 增信方式

发行人行业

(二级)

137000.SH 21恒力 EB 120.0000 3.0000 - AAA 0.5000 2021-06-16 上海 - - 材料Ⅱ

137121.SH 21顾 02EB 15.0000 3.0000 - AA 0.5000 2021-06-09 上海 - 质押担保
耐用消费品与

服装

117186.SZ 21许继 EB 5.6100 2.0000 AA+ AA+ 0.0100 2021-05-25 深圳 - 质押担保 资本货物

137103.SH 21康 EB03 1.3200 3.0000 - AA 6.0000 2021-04-29 上海 - 质押担保 资本货物

117185.SZ 21恒集 E1 10.0000 2.0000 - AA+ 2.0000 2021-04-15 深圳 - 质押担保 材料Ⅱ

117184.SZ 21歌尔 EB 25.0000 3.0000 - AA 0.1000 2021-04-14 深圳 - 质押担保
技术硬件与设

备

137120.SH 21南山 EB 10.0000 3.0000 - AAA 2.0000 2021-04-06 上海 - 质押担保 材料Ⅱ

3、配股

本期无发审委审核配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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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市场服务

601555.SH 东吴证券 115,164.52 85.00
2 601108.SH 财通证券 107,67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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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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07月 01日为止，新增 23家于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审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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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机构

1 天山股份 000877 天山股份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2 葛洲坝 600068 葛洲坝
上市公司合并、分立

核准
中国证监会

3 上柴股份

上柴 B股
600841
900920

上柴股份

上柴 B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4 中材国际 600970 中材国际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5 冠捷科技（原华

东科技）
000727 华东科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6 纳思达 002180 纳思达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7 江苏新能 603693 江苏新能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8 王府井 600859 王府井
上市公司合并、分立

核准
中国证监会

9 华电国际 600027 华电国际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10 柳工 000528 柳工
上市公司合并、分立

核准
中国证监会

11 中远海发 601866 中远海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12 电能股份 600877 电能股份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13 元隆雅图 002878 元隆雅图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14 宇顺电子 002289 宇顺电子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15 钱江生化 600796 钱江生化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16 西藏旅游 600749 西藏旅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17 大豪科技 603025 大豪科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证监会

18 普丽盛 300442 普丽盛 重组上市 深圳证券交易所

19 利安隆 300596 利安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 博思软件 300525 博思软件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深圳证券交易所

21 西部牧业 300106 西部牧业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深圳证券交易所

22 锦富技术 300128 锦富技术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深圳证券交易所

23 万德斯 688178 万德斯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重组委审核情况

本期中国证监会重组委及证券交易所重组审核机构共审核 10家企业，8家

过会。

序

号
上会企业 审核结果 重组委审核主要意见 上市板块

1 杭州士兰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

有条件通

过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的经营风

险、未来盈利能力以及本次交易作价的公
上证主板

http://listing.szse.cn/projectdynamic/reproperty/detail/index.html?id=1001574
http://listing.szse.cn/projectdynamic/reproperty/detail/index.html?id=1001574
http://listing.szse.cn/projectdynamic/reproperty/detail/index.html?id=1001315
http://listing.szse.cn/projectdynamic/reproperty/detail/index.html?id=1001315
http://listing.szse.cn/projectdynamic/reproperty/detail/index.html?id=1000883
http://listing.szse.cn/projectdynamic/reproperty/detail/index.html?id=1000883
http://listing.szse.cn/projectdynamic/reproperty/detail/index.html?id=1001427
http://listing.szse.cn/projectdynamic/reproperty/detail/index.html?id=1001427
http://listing.szse.cn/projectdynamic/reproperty/detail/index.html?id=1001378
http://listing.szse.cn/projectdynamic/reproperty/detail/index.html?id=1001378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_bgcz.shtml?auditId=870ce391ff3c47b1b8aaffc52a714226&bussinesType=1&anchor_type=1
http://kcb.sse.com.cn/renewal/xmxq/index_bgcz.shtml?auditId=870ce391ff3c47b1b8aaffc52a714226&bussinesType=1&anchor_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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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2 上海柴油机股

份有限公司

无条件通

过
- 上证主板

3 北京京城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
未通过

申请人未充分披露标的资产的持续盈

利能力及业绩预测的合理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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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主板

4 上海宝信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有条件通

过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的影响及未来减少关联交易的

主要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请申请人结合标的资产业务模式，补

充披露核心竞争优势、经营风险、持续盈

利能力及会计核算的规范性。请独立财务

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上证主板

5 上海联明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有条件通

过

请申请人结合标的资产单一客户依赖

的现状、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进一步补

充披露盈利预测增长的可实现性及风险应

对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上证主板

6 上海强生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有条件通

过

请申请人结合标的资产业务模式、毛

利率等，进一步补充披露相关收入核算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独立财务

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置出资产估值的

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上证主板

7 河南豫能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有条件通

过

请申请人结合 2021年经营情况，补充

披露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对标的资产持续

盈利能力的影响及应对措施。请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深证主板

8 山西路桥股份

有限公司

无条件通

过
- 深证主板

9 瑞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未通过

申请人未能充分披露本次交易有利于

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上市

公司独立性和持续盈利能力，不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

条相关规定。

深证主板

10
中科院成都信

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有条件通

过

请结合标的资产所处行业政策变化、

烟草行业发展趋势、新型烟草制品对传统

卷烟行业和标的资产主要产品需求的影响

等因素，进一步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未来业

绩增长的可持续性，并就标的资产因上述

因素导致的业绩下滑风险进行重大风险提

示。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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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董事会预案的公司及预案

从 2021年 04月 01日起至 2021年 06月 30日为止，有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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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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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600198.SH *ST大唐

80.00 19,083.97 10.00 配套融资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0.00 - - 公司间资产

置换重组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及

其前身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

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湖
北长江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产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
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天津益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天津乾诚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天津首诚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军诚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000670.SZ *ST盈方

90.00 34,154.12 6.32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绍兴上虞虞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瑞嗔通讯设备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 24,390.24 4.00 配套融资 浙江舜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300657.SZ 弘信电子

80.00 - 3.90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巫少峰,朱小燕,颜永洪,苏州华扬

同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0.00 10,252.11 2.59 配套融资
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

资者

4 住宿业 000613.SZ *ST东海 A 90.00 - -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刘春刚,易建华,成都探学教育咨询

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都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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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星成教育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0.00 8,283.00 - 配套融资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00670.SZ 大烨智能

80.00 9,476.71 - 配套融资 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

80.00 - -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州市盛鑫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郑学州等

15名交易对象

6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0301.SZ 东方盛虹

80.00 145,045.92 - 配套融资
不超过 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

者

90.00 - -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博

虹实业有限公司

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02812.SZ 恩捷股份

90.00 - -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Yan Ma,Alex Cheng

80.00 26,644.82 15.42 配套融资
不超过 35名(含 35名)符合条件的

特定投资者

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0401.SZ 冀东水泥

80.00 40,425.69 50.00 配套融资
包括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在内的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

90.00 106,598.80 136.23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00389.SH 江山股份

80.00 8,910.00 - 配套融资 不超过 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

90.00 - -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农科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嘉丰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

公司,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有乐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浙商产融控

股有限公司,乐山市通达信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乐山市通达信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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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心(有限合伙),内蒙古飞行家

航空发展有限公司,乐山市金泽利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丹正国

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北京华辰信

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云端风起科技

有限公司,乐山市百年福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青再超,大连银信达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王雪屏

1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00610.SH 中毅达

80.00 32,138.24 - 配套融资
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

象

90.00 - - 集团公司整

体上市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工银金融

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农银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贵州省黔晟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信

达瓮福一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华建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鑫丰环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1 商务服务业 000796.SZ 凯撒旅业 80.00 24,090.01 17.00 补充流动资

金
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

12 医药制造业 300534.SZ 陇神戎发

80.00 4,519.28 2.18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

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0.00 9,100.35 - 配套融资

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

长城兴陇丝路基金(有限合伙),甘
肃兴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3 医药制造业 002755.SZ 奥赛康 100.0000 2,858.12 4.11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庄小金,缪东林,常州倍瑞诗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常州伊斯源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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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4 专用设备制造业 300707.SZ 威唐工业 80.0000 648.93 0.88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施磊,何永苗,孙玮,常熟珂凌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熟珂

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盛芯联合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605169.SH 洪通燃气 90.0000 - -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除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外的彭英文等 53名标的

公司股东

16 航空运输业 600009.SH 上海机场
90.00 - -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80.00 15,310.03 60.00 配套融资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00539.SH 狮头股份
90.00 - -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方贺兵,刘佳东,方林宾,杭州昆阳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何
荣,张远帆,白智勇

80.00 6,900.00 - 配套融资 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

18 文化艺术业 600576.SH 祥源文化

80.00 18,582.07 4.00 配套融资 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

90.00 - -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9 汽车制造业 002355.SZ 兴民智通

90.00 21,112.32 11.06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北京环渤海正宏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新余赛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80.00 18,617.11 9.23 配套融资
青岛创疆环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2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00850.SH 电科数字 90.0000 - - 融资收购其

他资产

中电科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中电科国元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国投(上海)科技

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中电国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柏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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玮杭州国核源星图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华东计算技术研

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

十二研究所)中金启辰(苏州)新兴

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上海军民融合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南

方工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厦门弘盛联发智能技术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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