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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电站辅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 

常州电站辅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辅股份”、“公司”、

“发行人”）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超额配售选择权未行使。截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日终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主承销商”）已利用本

次发行超额配售所获得的资金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买入

本次发行的股票 65 万股，与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数量相同，

因此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未行使，未涉及新增发行股票情形。本

次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施合法、合规，符合《常州电站辅机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公

告书》中披露的有关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施方案要求，已实现预

期。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常州电站辅机股份有限公

司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0-124）。 

二、超额配售股票和资金交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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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已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将超额配售股票募集资金

与主承销商从二级市场购回股票使用资金的差额 5,908.74 元全

部划转给全国股转公司设立的风险基金。 

根据《常州电站辅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之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次战略投

资者同意延期支付股份的安排如下： 

作出延期交付安排的投

资者名称 

延期交付的股票

数量（万股） 

本次发行获配售

股票总量（万

股） 

锁定期限 

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35.00 40.00 6个月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30.00 6个月 

合计 65.00 70.00 - 

本次因实施超额配售选择权而延期交付的 65.00 万股股票，

已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办理过户登记于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过户登记 35.00 万股）、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过户登记 30.00 万股）的股票账户名下，自常

辅股份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交易日（2020 年 11 月 18 日）起锁定 6

个月。 

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后，公司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股数为

435.00 万股。其中，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70.00 万股，约占本次最

终发行股数的 16.09%；本次发行最终向网下投资者配售 255.50

万股，向网上投资者配售 174.50 万股，截至 2020 年 12 月 24 日

日终，获授权主承销商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买入发行人股

票 65.0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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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前后发行人股份变动及锁定期情况 

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前后，常辅股份主要股东持股结构变化

及锁定期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后（超额配售

选择权实施前） 

本次发行后（超额配售

选择权全额实施后） 
限售期限 

直接持股

（股） 
持股比例 

直接持股

（股） 
持股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杜发平 11,383,980 27.78% 11,383,980 27.78% 

自发行人于精选层挂牌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在本人担任常辅股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

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中核苏阀

科技实业

股份有限

公司 

3,662,222 8.94% 3,662,222 8.94% 
自发行人于精选层挂牌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 

苏建湧 1,621,640 3.96% 1,621,640 3.96% 
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姜义兴 1,578,640 3.85% 1,578,640 3.85% 
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姜迎新 1,458,784 3.56% 1,458,784 3.56% 

在本人担任常辅股份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本

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 

张家东 1,331,659 3.25% 1,331,659 3.25% 

在本人担任常辅股份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本

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 

张雪梅 1,050,839 2.56% 1,050,839 2.56% 

在本人担任常辅股份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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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 

常州市双

灵企业管

理咨询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960,000 2.34% 960,000 2.34% 
自发行人于精选层挂牌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 

张立群 688,955 1.68% 688,955 1.68% 
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汪旼 589,279 1.44% 589,279 1.44% 

在本人担任常辅股份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本

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 

葛润平 137,241 0.33% 137,241 0.33% 

在本人担任常辅股份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本

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 

邵杰 122,241 0.30% 122,241 0.30% 

在本人担任常辅股份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本

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 

常州武南

汇智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50,000 0.12% 400,000 0.98% 
自发行人于精选层挂牌之日起六

个月内 

深圳市吉

富启瑞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 - 300,000 0.73% 
自发行人于精选层挂牌之日起六

个月内 

小计 24,635,480 60.13% 25,285,480 61.71% —— 
二、无限售流通股 

小计 16,336,744 39.87% 15,686,744 38.29% —— 
合计 40,972,224 100.00% 40,972,224 100.00% —— 

注 1：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实际获配 40 万股，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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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超额配售选择权延期交付 35万股（此部分股票已向网上投资者配售，计入无限售流通股）。

因此，在发行人股票精选层挂牌当日持股数量为 5万股。东北证券作为本次发行具体实施超

额配售选择权操作的获授权主承销商，截止 2020 年 11月 24日日终，已利用本次发行超额

配售所获得的资金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买入发行人股票 65 万股。截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东北证券已完成前述延期支付股份 35 万股过户登记，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最终持有股份数量为 40万股。 

注 2：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实际获配 30万

股，因实施超额配售选择权延期交付 30 万股（此部分股票已向网上投资者配售，计入无限

售流通股）。因此，在公司股票精选层挂牌当日持股数量为 0 股。东北证券作为本次发行具

体实施超额配售选择权操作的获授权主承销商，截止 2020 年 11月 24 日日终，已利用本次

发行超额配售所获得的资金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买入发行人股票 65万股。截至 2020

年 12月 1日，东北证券已完成前述延期支付股份 30万股过户登记，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最终持有股份数量为 30 万股。 

 

 

特此公告。 

 

发行人：常州电站辅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