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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１，６６６．６６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９９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６６６．６６６７万
股。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５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００％，战略配售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
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３６．８８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２１％，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３．１１６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１，１４４．７８２７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２４％；网上发行数量为４８５．００００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７６％。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７１．１２元 ／股。
根据《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约为３，１９１．２２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１６３．００００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９８１．７８２７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２４％；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４８．０００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９．７６％。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１８６７４２％。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资金应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
０．５％。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四
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
售对象中，１０％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０年
２月１４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未
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
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
信证券ＩＰＯ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
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
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
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
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
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５、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代码、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
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根据２０２０年２
月１０日（Ｔ－１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中证投资 ３６８，８４０ ９９，９９９，９００．８０ ２４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Ｔ＋１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
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１３８９，３８８９，６３８９，８８８９
末“５”位数 ０７２４９
末“６”位数 ５３５９５９，６６０９５９，７８５９５９，９１０９５９，４１０９５９，２８５９５９，１６０９５９，０３５９５９
末“７”位数 ０２３３４４１，２２３３４４１，４２３３４４１，６２３３４４１，８２３３４４１，８２６５８２７
末“８”位数 ０３２４３６３１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石头科技首次公开发行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
有１２，９６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石头科技Ａ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２０１９〕２１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２０１９〕４６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１４８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９〕１４９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
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２４３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３，４８４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５４７，４９１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公募产品、社
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
金基金以及保险资金）

４３６，８７３ ７９．８０％ ７，８３７，０９９ ７９．８３％ ０．１７９３９０７８％

Ｂ类投资者（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 ４２０ ０．０８％ ７，５３２ ０．０８％ ０．１７９３３３３３％

Ｃ类投资者 １１０，１９８ ２０．１３％ １，９７３，１９６ ２０．１０％ ０．１７９０５９１５％
合计 ５４７，４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９，８１７，８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７９３２３９９％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２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Ｔ＋３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
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Ｔ＋４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００

发行人：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13日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神工股份”）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００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０００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２００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８４．５８６９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４．６１％，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５．４１３１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６７５．４１３１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１２％；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１，１４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８８％。 最终网
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３，８１５．４１３１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３，１４３．０８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３８１．５５００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２９３．８６３１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的６０．１２％；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２１．５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
量的３９．８８％。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２４６４５１％。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２１．６７元 ／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Ｔ＋
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
获配金额的０．５０％（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配售对象的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０％（四舍五入精确到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
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
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
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
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以下简称“《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
况后综合确定，仅为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未设立相关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
协议。

（二）获配结果
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Ｔ－２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

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１．６７元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８．６６８０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１０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５．００％，但不超过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国泰君安证裕投资
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６，０００万元，本次获配股数１８４．５８６９万
股。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Ｔ＋４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国泰君安证裕投
资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名称 初始认购规模（万元）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１８４．５８６９ ３，９９９．９９８１２３ ２４个月

合计 ６，０００ １８４．５８６９ ３，９９９．９９８１２３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Ｔ＋１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
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８９２３，６４２３，３９２３，１４２３
末“５”位数 ５０８２０，００８２０
末“６”位数 ０２２８１５，２７２８１５，５２２８１５，７７２８１５
末“７”位数 ５９６２０１４，７９６２０１４，９９６２０１４，３９６２０１４，１９６２０１４，４３０９８７９
末“８”位数 ３０６８８８９７，０１９７８２１５，０１００９３６２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３０，４３１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神工股份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２０１９〕２１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２０１９〕４６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１４８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９〕１４９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
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２０３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２，４５４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２０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２，４５４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２，９３０，２３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
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０２９，５１０ ６９．２６％ １６，０４４，５０２ ６９．９５％ ０．０７９０４８７１％
Ｂ类投资者 ２，７９０ ０．１０％ ２２，０４５ ０．１０％ ０．０７９００９２１％
Ｃ类投资者 ８９７，９３０ ３０．６４％ ６，８７２，０８４ ２９．９６％ ０．０７６５３８５４％

合计 ２，９３０，２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９３８，６３１ １００．００％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其中余股５４１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购时间为
２０２０－０２－１１ ０９：３０：１３）。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Ｔ＋３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Ｔ＋４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松（代）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发行人：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
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２０２０〕１４４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２９２，９９４，０４９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发行人授予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初始发行规模１５％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
行总股数将扩大至３３６，９４３，０４９股， 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７．７１％（超额配售选择权
全额行使后）。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７，８９８，２１４股， 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
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４，０７６，８３５股，约占超额配
售启用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００％， 约占超额配售启用后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５．８８％。 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１，０１９，０００股，约占超额配售启用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２０．００％，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发行数量为８４，９６８，０００股，
约占超额配售启用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４．１２％。 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按本次发行
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４３，９４９，０００股股票，约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１５％。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华润微”股票８４，９６８，０００股（含超额配售选择权部分）。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
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
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

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
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
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
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６４５，４１２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１３２，９７７，２０１，５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６３８９６６７％。配号总数为２６５，９５４，４０３
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２６５，９５４，４０２。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
本次发行的初始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９２，９９４，０４９股，其中：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７，８９８，２１４

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４，０７６，８３５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１，０１９，０００股（超额
配售启用前）。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３３６，９４３，０４９股。

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按本次发
行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４３，９４９，０００股， 约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１５％。 回拨
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发行数量为８４，９６８，０００股，约占超额配售启用后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４．１２％。

三、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８７，８９８，２１４股，约占初
始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２６．０９％，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５６５．０３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即将２０，５１０，０００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本款所指的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
按照超额配售启用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股票数量后的网下、网上发行总量计算。

在超额配售选择权及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３，５６６，８３５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５７．６５％，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２．６１％；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５，４７８，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２．３５％，占
本次发行总量３１．３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７９３２０３６％。
四、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 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
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特别提示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1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1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2,8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3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90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良品铺子”A 股 1,23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和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并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20 年 2 月 1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
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135,416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86,758,744,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417725%，配号总数
为 86,758,744 个，起始号码为 100,000,000,000，截止号码为 100,086,758,74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053.56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1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3,69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25317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T+1 日）在上海市浦东东方

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
签，并将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3 日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４，７５９．６１２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文件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同意（证监许
可［２０２０］１４３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
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４，７５９．６１２６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３７．９８０６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１６５．１８２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３５６．４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Ｔ－１日，周五）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本公司 董 事 会及全 体董事 保 证 本公告 内容 不存在任何 虚 假 记 载 、误 导 性 陈
述 或 者 重 大 遗 漏 ， 并 对 其 内 容 的 真 实 性 、 准 确 性 和 完 整 性 承 担 个 别 及 连 带 责
任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成功发

行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六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
融资券”），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为人民币 30 亿元，票面利率为 3.05%，短期融资
券期限为 90 天，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12 日（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登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0 年 2 月 12 日 ， 本 公 司 兑 付 了 本 期 短 期 融 资 券 本 息 共 计 人 民 币

3,022,500,000.00 元。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3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合肥
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创”）关于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通知，具
体情况如下：

合肥国创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开展融资融券业
务，将其持有的公司 8,5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转入国元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合肥国创持有公司股份 68,829,768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50,384,762 股的 27.49%。 其中，合肥国创累计存放于国元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的公司股份为 8,5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2.35%，占公司总
股本的 3.39%。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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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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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