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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澳弘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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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弘电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３５，７３１，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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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３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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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５，７３１，０００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
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量为２１，４３９，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０．００％，网上
初始发行量为１４，２９２，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００％。

根据《常州澳弘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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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６３．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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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５７．３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
２１５．８０万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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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２６５８６４５％。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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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认购资金应当于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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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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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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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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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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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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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弘电子首次公开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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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９７，３７９７
末“５”位数 ６２７６０，８２７６０，４２７６０，２２７６０，０２７６０，１０７４８
末“６”位数 ０８７４４３，２８７４４３，４８７４４３，６８７４４３，８８７４４３
末“７”位数 ３９１７８３０，５１６７８３０，６４１７８３０，７６６７８３０，８９１７８３０，２６６７８３０，１４１７８３０，０１６７８３０
末“８”位数 ２１１００９２６，４１１００９２６，６１１００９２６，８１１００９２６，０１１００９２６
末“９”位数 ０８１５９１９５５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澳弘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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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５８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１，０００股澳弘电子Ａ
股股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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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ＩＰ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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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４个配售对象参与了网下申购但属于中国证券业协会于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９日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２０２０年第８号）》范围，不具备配售
资格，不予配售，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万股）

１ 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思瑞二号私募投资基金 ３００
２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３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西部利得新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

４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９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３，０２９家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１０，７９０个有效报价且具备配售资格的配售对象中，有１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个有效报价且具备配售资格的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其余３，０２８家有效报价投资者
管理的１０，７８９个有效报价且具备配售资格的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
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３２，２５７，６００，０００股。

提供有效报价且具备配售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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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万股）

１ 陈颐 陈颐 ３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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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３，２２５，７６０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金（Ａ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９８６，０００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３０．５７％；企业年
金和保险资金（Ｂ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５３２，８００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
的１６．５２％，其他类型投资者（Ｃ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１，７０６，９６０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
有效申购数量的５２．９２％。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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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
基金（Ａ类） ９８６，０００ ３０．５７ １，８０１，７８６ ５０．４３ ０．０１８２７３６９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Ｂ类） ５３２，８００ １６．５２ ７０１，５２０ １９．６３ ０．０１３１６６６７
其他类型投资者（Ｃ类） １，７０６，９６０ ５２．９２ １，０６９，６９４ ２９．９４ ０．００６２６６６６

总计 ３，２２５，７６０ １００ ３，５７３，０００ １００ －
注：表格中若出现总数与表格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采用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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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零股７５８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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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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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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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１３８、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９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鹏控股”、“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14,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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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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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东鹏控股”，股票代码为“00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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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估值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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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为人民币11.35元/股，发行数量为14,3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7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4,2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3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3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8,7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0月9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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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8,502,78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458,506,587.0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97,21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238,4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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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2,95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62,225,073.3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04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9,9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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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
公司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
公司 781 8,864.35 781

2 西藏林芝润宝盈信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西藏林芝润宝盈信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781 8,864.35 781

3 刘延生 刘延生 685 7,774.75 685
4 梁定志 梁定志 685 7,774.75 685
5 张晓玲 张晓玲 685 7,774.75 685
6 庄振鸿 庄振鸿 685 7,774.75 685
7 苏志彪 苏志彪 685 7,774.75 685
8 毕于东 毕于东 685 7,774.75 685
9 贾晓钰 贾晓钰 685 7,774.75 685
10 张海斌 张海斌 685 7,774.75 685

合计 7,042 79,926.70 7,042

二、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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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204,259股，包销金额为2,318,339.65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4%。
2020年10月13日（T+4日），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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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65353034
咨询邮箱：ECM_IPO@cicc.com.cn
联系人：中金公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3日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亚微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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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申请已于2020年7月22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于2020年9月1日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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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 或“保
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 “泛亚微透” ， 股票代码为
“688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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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
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6.28元/股，发行数量为1, 750.00万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62.5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
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合计数量为262.50万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5.0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 041.25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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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25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

根据《江苏泛亚微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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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96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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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7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92.50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95.00万股，约占扣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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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158839%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0月9日 （T+2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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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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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上
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东证期货泛亚微透高核员工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1、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缴款认购股数（股）：875, 000
（2）缴款认购金额（元）：14, 245, 000.00
2、东证期货泛亚微透高核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缴款认购股数（股）：1, 750, 000
（2）缴款认购金额（元）：28, 490, 000.00

（3）缴纳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元）：142,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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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45, 10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6, 786, 228.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 90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79, 7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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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 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45, 299, 0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0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726, 485.23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公告》，于2020年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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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泛亚
微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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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数 2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泛亚微透A股股票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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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1, 960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196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
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626, 860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02%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总量的4.21%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
签结果表”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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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4, 900股，包销金额为79, 772.0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0329%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
为0.0280% 。

2020年10月13日（T+4日），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认
购资金、网下和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
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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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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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4层
联系电话：021-23153809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3日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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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 25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0
年8月4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于2020年9月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0〕2016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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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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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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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5, 256万股， 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5% 。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 051.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 。
其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或有）的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62.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 ； 其他战略投资者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788.40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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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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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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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广联航空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七、
回拨机制”的原则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 944.80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3%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 260万股，约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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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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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周三）09: 00-12: 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 : //rs .p 5w .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2020年9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中证网，www .cs .com.cn；
中国证券网，www .cns 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 .s tcn.com；证券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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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3日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0,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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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20]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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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10,666.67万股，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不超过7,466.67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不超过3,200.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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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定于2020年10月14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0月14日（T-1日，周三）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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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刊登于2020年9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3日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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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乳品”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３，１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
年８月４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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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０号
同意注册的批复。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熊猫乳品”，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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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
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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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８元 ／ 股，发行数量为３，１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无
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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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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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４６５．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１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与初始预计认
购股数的差额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发行数量１，９９９．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４．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７９０．５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２５．５０％。

根据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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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５０．１２２６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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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８０，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４１５，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６．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１３，４８５，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４３．５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９７３７４６６％。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９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

中国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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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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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为中信证券熊猫乳品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熊猫乳品战配资管计划”）。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本次发行
确定的发行价格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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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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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不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战略
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熊猫乳品战配资管计划 ３，１００，０００ ３３，４１８，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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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６６，７７９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４５，１７１，８７７．６２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８，２２１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９６，４２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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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１５，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５５，３９３，７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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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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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３，５６２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１０．０１％，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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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８，２２１股，包销金额为１９６，４２２．３８元，包销比例为
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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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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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４３９７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3日

浙江中胤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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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胤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３０７号
文予以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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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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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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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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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６，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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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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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子公
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３００万股，占初始
发行数量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
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９９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７０．００％，占发行数量的６６．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１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占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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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４日（Ｔ－１日）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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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中胤时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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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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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中胤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