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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亚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4,277.7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下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7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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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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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277.78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994.78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8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9.99%，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6.61元 /股。根据《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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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0.20 倍，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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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27.7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3,8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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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770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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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股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
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
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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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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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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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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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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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9 日（T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3,741 家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 8,80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未参与网下申购；3,74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8,800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
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3,517,01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格
（元/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
量（万股）

1 王永洁 王永洁 6.61 400.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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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
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277,680.00 36.33% 2,568,205 60.04% 0.02010053%
B类投资者 232,400.00 6.61% 464,800 10.87% 0.02000000%
C类投资者 2,006,930.00 57.06% 1,244,295 29.09% 0.00619999%

合计 3,517,010.00 100.00% 4,277,300 100.00% 0.01216175%

注：类别中 A 类投资者指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保基金类投资者；B 类投资者指
年金和保险资金类投资者；C类投资者指除 A类和 B类之外其他类型的投资者。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81 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阿尔法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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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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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026� 236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1日
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附表详情请见挂网版本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亚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4,277.7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下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7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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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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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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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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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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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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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年 9月 1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54 号深业

中心 308室主持了百亚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231、9231
末“5”位数 23767、36267、48767、61267、73767、86267、98767、11267
末“6”位数 440383、640383、840383、040383、240383、590982、090982
末“7”位数 7027979、9027979、1027979、3027979、5027979、7051854、2051854
末“9”位数 17969508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百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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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01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百亚股份 A 股股

票。

发行人：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1日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天元股份”）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 144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8]142 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2018]142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
发 [2018]142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2018]279 号）及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3 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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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42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652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768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49元 /股。

根据《广东天元实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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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4.95911倍，高于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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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50%的
股票，即 2,210 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42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3,97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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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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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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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申购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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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
结算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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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重要提示
1、 天元股份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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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股票
拟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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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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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 2020 年 9 月 3 日（T-4 日）完成。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
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0.49 元 /股。

3、根据《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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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4.95911 倍，高于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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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下向
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50%的股票，即 2,210 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42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97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4、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方式进行分类比例配售。

5、根据 2020 年 9 月 8 日（T-1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网下申
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35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

照资格认定并登记备案的网下投资者名单，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
和确认。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年 9月 9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结
束后确定的 4,149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0,092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4,146 家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 10,089个配售对象参与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总量为 5,022,670万股。

初步询价阶段中提交有效报价而未按照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有 3 家投资者管理的 3 个
配售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
格(元/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胡敏 胡敏 10.49 500
2 陈转娣 陈转娣 10.49 500
3 叶建辉 叶建辉 10.49 5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2020 年 9 月 1 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

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总
量比例 获配股数（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A类 1,608,300 32.02% 2,431,991 55.02% 0.01511534%
B类 542,000 10.79% 663,408 15.01% 0.01223247%
C类 1,270,470 25.29% 645,397 14.60% 0.00508945%
D类 1,601,900 31.89% 679,204 15.37% 0.00424121%
合计 5,022,670 100.00% 4,420,000 100.00% -

注 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
四舍五入所致；

注 2：A类指公募养老金社保类配售对象；B 类指年金保险类配售对象；C 类指除 A 和 B
类外的机构类配售对象；D类指个人配售对象。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1 股，产生的 193 股零股配
售给“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其为 A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
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
配零股与其本身获配的股份总和未超过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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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1日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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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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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0年 9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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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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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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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申购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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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
算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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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根据《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年 9月 1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54 号深业中
心 308室主持了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
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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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9，0589
末“5”位数： 84047，09047，34047，59047
末“6”位数： 718754，918754，118754，318754，518754，644663，144663
末“7”位数： 7239083，2239083，1184073

末“8”位数： 19026754，31526754，44026754，56526754，69026754，81526754，94026754，
06526754

末“9”位数： 160786325，279506479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广东天元实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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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6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1日

路德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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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德环境”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２，２９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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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通过，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９１５号文同意注册。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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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２９６万
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８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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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２６．９０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５４．３０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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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８１．２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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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５．９１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Ｔ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路德环境”Ａ股６５４．３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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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４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路德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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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４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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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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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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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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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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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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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４，８９７，３８７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２９，８９２，９７９，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１８８８０８％。 配号
总数为５９，７８５，９５８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９，７８５，９５７。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路德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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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５６８．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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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１５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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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８．７５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７２．４５万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９１８５７８％。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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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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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刊登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中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

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谱尼测试”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１，９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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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５号）。 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谱尼测试”，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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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９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４４．４７元 ／股。 本次发行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８５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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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
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８９．５６５９万股， 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的差额回拨至
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８９．５６５９万股 ， 占发行总数量的
９．９８％，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９５．４３４１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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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５．９３４１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７１．６７％；网上初始发行数量４８４．５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２８．３３％。

根据《谱尼测试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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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１１，４０６．１４５８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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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３４２．１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８３．８３４１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６７３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２６．６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４８．３２６９％。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９５７６３％。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９日（Ｔ＋２日）结束。 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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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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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
投。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国信证券鼎信５号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鼎信５号资管计划”）。

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 （Ｔ－４日）， 鼎信５号资管计划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
金，本次获配股数１８９．５６５９万股，最终获配资金为８，４２９．９９５５７３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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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信５号资管计划 １８９．５６５９ ８，４２９．９９５５７３ １２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８，２４９，６９５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６６，８６３，９３６．６５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６，３０５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７２５，０８３．３５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８，８３８，３４１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９３，０４１，０２４．２７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８８４，９５９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１０．０１％，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６６％。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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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６，３０５股，包销金额为７２５，０８３．３５元。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０８５８％。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
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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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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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发行人：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

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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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５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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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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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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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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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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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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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０％，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０，００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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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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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２．５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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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２．５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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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月１７日（Ｔ＋２）刊登的《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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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Ｔ－１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Ｔ－１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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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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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

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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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４２５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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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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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铜牛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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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５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１％，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为９，６９７．０１５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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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２５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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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２．６５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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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１．１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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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７日（Ｔ＋
２日）刊登的《北京铜牛信息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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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Ｔ－１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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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

及相关资料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 （Ｔ－６日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