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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23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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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惠技术”、“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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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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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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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８９１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９４．５５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 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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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９４．５５万股，占发行总
量的５％。 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量为１，２５７．５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初始发行量为５３８．９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初
始发行数量的３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８．７７元 ／ 股。

根据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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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
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１００．８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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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６５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７７．９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６０％，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７％；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１８．５５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８％。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０．０３２５１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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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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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资金和相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本次发行向网下投资者收取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０．５０％，投资者在缴纳认购资
金时需一并划付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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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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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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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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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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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限售账户。 网下限售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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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个投资者管理多个配售产品的，将分别为不同配售对象进
行配号。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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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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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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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
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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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组成， 无发

行人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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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日（Ｔ－１）日公告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先惠自动化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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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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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７７元 ／ 股，发行总规模７３，３１４．０７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１０亿元，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５％， 但不超过人
民币４，０００万元。 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
本次获配股数９４．５５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０年８月５日（Ｔ＋４日）之前，依据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
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票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９４５，５００ ３６，６５７，０３５ ２４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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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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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先惠技术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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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８７， ９９８７， ９１１０
末“５”位数 ３３８９０， ８３８９０
末“６”位数 ０６７３５０， ２６７３５０， ４６７３５０， ６６７３５０， ８６７３５０
末“７”位数 ７２４０１８９
末“８”位数 ２８１２０８８５， １２９２４２１８， １５２０４１６２， ４３２８１２８０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先惠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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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７１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先惠技术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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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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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Ｏ电子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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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３０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３２８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２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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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９，９７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公告（２０２０年

第１号）》，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４个配售对象“一村源启７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呈瑞和兴
６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明达尊享２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明达尊享１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属于上述黑名单，以上４个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配售，剔除该４个配售
对象后，实际参与本次网下初步配售的共３２８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２９５个配售对象，网下
申购数量为２，９６９，１２０万股。

在本次网下初步配售中被剔除的配售对象名单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配售对象代码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万股 ）

１ 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Ｂ８８２７２４０６５ 一村源启７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０
２ 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Ｂ８８３１１９１０８ 呈瑞和兴６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０
３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Ｂ８８２９３１４３４ 明达尊享２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
４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Ｂ８８２９３４０００ 明达尊享１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结果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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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９２，５７０ ６３．７４％ ７，５８０，１５１ ７０．３２％ ０．０４００５２１６％
Ｂ类投资者 ６，５７０ ０．２２％ ２４，７９０ ０．２３％ ０．０３７７３２１２％
Ｃ类投资者 １，０６９，９８０ ３６．０４％ ３，１７４，０５９ ２９．４５％ ０．０２９６６４６６％

合计 ２，９６９，１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７７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６３０３６９％

其中余股５７６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成长价值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为Ａ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网下申
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
的有效申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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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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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４日（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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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８
月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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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先
惠自动化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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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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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７２，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５９３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５号（新盛大厦）１２、１５层
联系邮箱：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发行人：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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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仕佳光子”、“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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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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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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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６，０００，０００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２，３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
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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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３００，０００股，占发行总量的５％。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
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３４，９６０，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０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８，７４０，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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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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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２元 ／股，仕佳光子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Ｔ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仕佳光子”Ａ股８，７４０，００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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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４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河南仕佳光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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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４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
的新股配售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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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８月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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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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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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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０年８月５日（Ｔ＋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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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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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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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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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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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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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４，８０４，９９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３７，５０２，８３８，０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３３０４９０％。
配号总数为７５，００５，６７６，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７５，００５，６７５。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河南仕佳光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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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４，
２９０．９４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４，３７０，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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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５９０，０００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１１０，０００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４９５７３５％。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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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４日（Ｔ＋２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３，２９７万股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申请已经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４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５６６号予以
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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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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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
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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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０年８月４日
（Ｔ－１日）《安徽蓝盾光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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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
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３，２９７万股， 发行完成后公开发行股份数占发行后总
股数的比例为２５．００１９％。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３，１８６．９９３０万股。 其中，初
始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
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６４．８５０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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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２０

年８月３日（Ｔ－２日）根据《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告的原则，首先分别向网下、
网上回拨。 战略配售部分的回拨情况将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４日（Ｔ－１日）在《发行公
告》中披露。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１９３．１５０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２％，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３９．００００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９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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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Ｔ＋
２）刊登的《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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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
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８月４日（周二）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２．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中证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

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
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

特别提示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2020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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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8 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
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
券及中金公司合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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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0.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98.40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8.00%。 战略配
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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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079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13%，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206,921 股将回拨至网下
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9,459,921 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01%；网上发行数量为 4,563,000 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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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1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康希诺”股票 4,563,0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0 年 8 月 4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康希诺生物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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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209.71 元 /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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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应
于 2020 年 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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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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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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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由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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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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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
在 2020 年 8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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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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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795,012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20,751,929,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198832%。

配号总数为 41,503,859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41,503,85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547.8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
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即 240.25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7,057,421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965,500 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 0.0335655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8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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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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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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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3 日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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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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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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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1,8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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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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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或“海通证券”）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1,82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的25.10%，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91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10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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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7,0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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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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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T-1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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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3日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睿数据”、“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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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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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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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１１，１００，０００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５５５，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７，３８１，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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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６３，５００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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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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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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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

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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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４日（Ｔ－１日）９：００～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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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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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及备查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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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柏新材”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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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499 号文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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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8,300.00 万股。 回拨
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98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3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98 元 / 股。

宏柏新材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宏柏新材”A 股股票 3,32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2020 年 8 月 4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西宏柏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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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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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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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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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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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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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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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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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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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5,894,359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91,563,885,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733103%。 配号总数为 191,563,885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191,563,88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江西宏柏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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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770.00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30.00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47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89948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8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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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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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3 日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