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BB44 2020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五

中科寒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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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4,
01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于 2020 年 6 月 2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
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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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
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信证券” ），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国泰君安、安信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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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 010.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802.00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20% 。战略配售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10.4536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17.72% ，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91.5464 万股将
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657.9464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55%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41.6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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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9 元 /股。
根据《中科寒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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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寒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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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53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 3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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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27.9464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5%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71.6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29.45%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976183%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0 年 7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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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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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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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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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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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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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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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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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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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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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发 〔2019〕46 号）（以下简称 “《业务指
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
情况详见 2020 年 7 月 7 日（T-1 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之专项
核查报告》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
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4.39 元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 258, 203.90 万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不足 50 亿元，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证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3% ， 但不超过人民
币 10, 000 万元。 中证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人民币 10, 000 万
元，本次获配股数 1, 203, 000 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
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0 年 7 月 14 日（T+4 日）之前，依据
中证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截至 2020 年 7 月 3 日（T-3 日），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美的控股有
限公司和 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将在 2020 年 7 月 14 日
（T+4 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
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排名不分先后，按首字母排序）：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限售期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1, 242, 428 79, 999, 938.92 399, 999.69 12个月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3, 106, 072 199, 999, 976.08 999, 999.88 12个月
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
司 1, 553, 036 99, 999, 988.04 499, 999.94 12个月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 203, 000 77, 461, 170.00 - 24个月
合计 7, 104, 536 457, 461, 073.04 1, 899, 999.51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 《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7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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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中科寒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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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1，0691，0302
末“5”位数 32201, 44701, 57201, 69701, 82201, 94701, 19701, 07201, 51346
末“6”位数 780722，980722，580722，380722，180722，992653，492653
末“7”位数 8598309，6598309，4598309，2598309，0598309
末“8”位数 12722789，37738784，12720747，3995758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寒武纪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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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432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寒武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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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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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 年 7 月 8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26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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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77,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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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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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35, 860 81.01% 18, 860, 299 81.02% 0.06893737%

B类投资者（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 8, 210 0.24% 56, 590 0.24% 0.06892814%

C类投资者 633, 320 18.75% 4, 362, 575 18.74% 0.06888421%
合计 3, 377, 390 100.00% 23, 279, 464 100.00% 0.06892738%

其中余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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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7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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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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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寒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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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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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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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7、6083�7385
2、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5353014
4、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8676888
5、联席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3321320、021-35082551、0755-82558302

发行人：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0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大思诺”、“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１７３．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７１２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
称为“交大思诺”，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８５１”。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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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
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８．６９元 ／股，发行数量为２，１７３．３４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３０４．０４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６９．３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１７．２９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１，９５６．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９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９，５２８，１３０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６０，２６２，０４９．７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２，３７０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９２８，６９５．３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１７２，０７４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６２，３１６，８０３．０６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８２６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２３，６９７．９４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１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吉富启瑞－天泽１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１８ ３，３８５．４２

２ 金瑞浩 金瑞浩 １１８ ３，３８５．４２
３ 王小平 王小平 １１８ ３，３８５．４２
４ 赵智源 赵智源 １１８ ３，３８５．４２
５ 赵芝伟 赵芝伟 １１８ ３，３８５．４２
６ 蒋光勇 蒋光勇 １１８ ３，３８５．４２
７ 宦萍 宦萍 １１８ ３，３８５．４２

合计 ８２６ ２３，６９７．９４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３３，１９６股 ， 包销金额为９５２，３９３．２４元 。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５２７％。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Ｔ＋４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８３５３６８ 证券简称：连城数控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大连连城数控机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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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由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担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的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城数控”、“发行人”或
“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已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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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３３号”文核准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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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向开通新三板精选层
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开源证券将通过网下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战略配售在开源证券处进
行，初步询价及网下、网上发行通过全国股转公司交易系统进行。

本次发行普通股股份全部为新股，发行股份数量１，５００万股，占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１３．０１％。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３０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２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大连连
城数控机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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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的“五、回拨机制”的原则进行回拨。 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８４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３６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
最终战略配售、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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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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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３日（周一）１５：３０－１７：３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ｈｔｍｌ ／ １２２９４６．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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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意向书》全文及相关材料可在全国股转公司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ｅｅｑ．
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１０栋３楼主
持了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９１７８
末“５”位数： ５８１９０、０８１９０
末“６”位数： ４９３２６８、６９３２６８、８９３２６８、０９３２６８、２９３２６８
末“７”位数： ３９９９４３５、５９９９４３５、７９９９４３５、９９９９４３５、１９９９４３５、６８１９３７２、１８１９３７２
末“８”位数： ３１０１９８１３、５６０１９８１３、８１０１９８１３、０６０１９８１３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３３３，４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Ａ股股票。

发行人：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

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四会富仕” 、“发行人”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0
年7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四会富仕
（二）股票代码：30085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5, 662.82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 416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不进

行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四会市下茆镇龙湾村西鸦崀
联系人：黄倩怡（董事会秘书）
联系电话：0758-3106018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 号京基一百大厦 A 座

6701-01B 单元
保荐代表人：曾文强、徐杰
联系电话：0755-22662000

发行人：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0 日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庆楼”、“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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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50号文核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同庆楼”，股票代码
为“605108”。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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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
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6.70元/股，发行数量为5,000万股，全部为新
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7月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4,884,88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49,577,512.7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5,11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922,487.3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993,09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3,384,736.6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90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5,263.4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

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何志林 何志林 493 8233.1 0 493
2 余惠忠 余惠忠 493 8233.1 0 493
3 黄茜 黄茜 493 8233.1 0 493
4 何钦辉 何钦辉 493 8233.1 0 493
5 刘宏庆 刘宏庆 493 8233.1 0 493

6 海南宗宣达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海南宗宣达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493 8233.1 0 493

7 卫锋 卫锋 493 8233.1 0 493

8 海南亿雄商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亿雄商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493 8233.1 0 493

9 侯亮 侯亮 493 8233.1 0 493
10 闻周斌 闻周斌 493 8233.1 0 493

11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
公司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
公司 493 8233.1 0 493

12 江苏索普（集团）有
限公司

江苏索普（集团）有
限公司 493 8233.1 0 493

13 陈冬根 陈冬根 493 8233.1 0 493
14 章培林 章培林 493 8233.1 0 49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22,021股，包销金额为2,037,750.70元，包销比例为0.24%。

2020年7月1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51-68167151、681671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