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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作为天正电气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保荐人
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
及会计师经过了充分沟通后，认为天正电气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规定。 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发行人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发行人持
续发展，因此，国泰君安同意作为保荐机构推荐天正电气本次发行并上市。

发行人：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附件一：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上半年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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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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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2,334万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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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日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1489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民生证券”）。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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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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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万股，约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1%，初始战略配售
预计发行数量为116.7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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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15万股，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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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15万股，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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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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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T-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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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安必平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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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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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６，８００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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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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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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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对象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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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组成，不安
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圣元环保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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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披露本次战
略配售的股票总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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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２％，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２７，１７４．１０５３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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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其中，向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发行６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向保荐机构子公司国泰君

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发行３４０万股（如有），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
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４，０４６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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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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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及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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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日（Ｔ＋２）刊登的《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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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周五）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Ｔ－６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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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上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８月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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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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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并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证券”，兴业证券与国泰君安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共同担任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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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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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１，１００，０００股。 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５５５，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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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５５５，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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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７，３８１，５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３，１６３，５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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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１０，５４５，０００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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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８２元 ／股，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５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博睿数据”Ａ股３，１６３，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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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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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初步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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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８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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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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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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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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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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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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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４４，７７３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４，２２８，２２２，５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２３３９８％。
配号总数为２８，４５６，４４５，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８，４５６，４４４。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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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９７．６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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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０５４，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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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７，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７．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２１８，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３８．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９６４５３１％。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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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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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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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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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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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盾光电”、“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３，２９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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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６号文予以注册，本次
发行采用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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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华龙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２９７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３０７．９０万股，占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８９．１０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３．９５元 ／股。

蓝盾光电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５日（Ｔ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蓝盾光电”Ａ股９８９．１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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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Ｔ＋２日）公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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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Ｔ＋２日）１６：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
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则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Ｔ＋２日）公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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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８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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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
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限售期安排：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采用摇号限售方式安排一定比例的网
下发行证券设置限售期（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摇号抽取网下配售
对象中１０％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中签账户的管理人应当承诺中签账户获
配证券锁定。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所管
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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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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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按照获配对象配号，每个获配对象一个号码，按获配
对象申购单提交时间顺序生成，提交时间相同的，按获配对象编号顺序生成。
单个投资者管理多个配售对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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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数量
的７０％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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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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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１１３，４８４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９１，５８６，９３４，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８３，１７３，８６９个，配售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８３１７３８６９。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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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２５９．６２３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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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份
的２０％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６４８．５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５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６４８．５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０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７９９９２９２２％，有效申购倍
数为５，５５５．７７４０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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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５４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Ｔ＋２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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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