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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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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２日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６５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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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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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０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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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５，３２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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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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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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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７日（Ｔ－１日）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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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杭华油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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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泓新科”、“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147,36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6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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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47,360,000股。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03,152,000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7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44,208,000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46元/股。

发行人于2020年11月25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联泓新科”A股44,208,0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
于2020年11月2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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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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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
纳资金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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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联泓新材料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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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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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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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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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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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的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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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2,762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248,589,867,000股，配号总数为497,179,734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
码为00049717973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联泓新材料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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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3.18736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736,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1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132,624,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约
0.0533505253%，有效申购倍数为1,874.39579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1月26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11月27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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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确成股份”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 48, 720,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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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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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
限售存托凭证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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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48, 720, 375 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34, 104, 375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14, 616, 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38
元 /股。

确成股份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确成股份” A 股 14, 616, 0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弃购股
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确成硅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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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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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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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694, 589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16, 700, 048, 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252442%。 配号总数为 116, 700, 048个，号码范围为100, 000, 000, 000-
100, 116, 700, 04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确成硅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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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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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87.137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10.00%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 384.9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757411%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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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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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 月 26 日

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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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0年11
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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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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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瑞丰新材
（二）股票代码：30091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5,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75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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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春萱
地址：新乡县大召营镇（新获路北）
电话：0373-5466662
联系人：尚庆春
传真：0373-546628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保荐代表人：李刚安、魏威
电 话：010-66553415、010-66553417

发行人：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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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致软件”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 45, 505,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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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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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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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江保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5, 505, 600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 825, 840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
量的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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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25, 840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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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数量为 27, 076, 260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发行数量为 11, 603, 50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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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38, 679, 760 股。 网下、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0.73 元 /股，新致软件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T 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新致软件” A 股 11, 603, 5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新致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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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
（T+2 日）16: 00 前（以到账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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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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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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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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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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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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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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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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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或获得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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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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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户数为5, 016, 416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50, 416, 139, 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301545% 。配号
总数为100, 832, 279，号码范围为100, 000, 000, 000-100, 100, 832, 27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上海新致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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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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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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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08, 26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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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471, 50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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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68759%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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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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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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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田智能”、“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６６６．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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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９７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亿田智能”，股票代码
为“３００９１１”。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３５元 ／ 股，发行数量为２，６６６．６７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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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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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
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
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３３．３３３５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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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９０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２８．５０％。根据《浙江亿田智能厨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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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５３９．８６２５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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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３５００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
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７３．３２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９３．３５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６１４６０９５９％，有效申购倍
数为６，１９３．４４７６７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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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１５，５８４股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３１４，４９４，４７０．４０元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１７，９１６股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４３６，２５４．６０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１３，７３３，２００股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３３４，４０３，４２０元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０股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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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６，７６２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３％，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７，９１６股，包销金额为４３６，２５４．６０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０．０７％。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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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７９５３；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１５０３；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５１３７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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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4, 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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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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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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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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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东兴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以下统称为 “联席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4, 2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 94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 260万股，约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86元/股。

根据《天津友发钢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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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8.77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 42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 7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0.06277768%。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投资者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0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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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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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可于 T+2�日当日，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后，登陆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实时查
询资金到账情况，实时查询时间段为当日 9: 30-16: 00。 查询路径为：点击“查询统计”菜单下“资金到
账查询”选项，进入“申购资金到账明细查询” 页面，进行实时查询。 提醒网下投资者注意：查询系统将
于当日20: 30进行最后一次申购资金到账情况更新， 即最终资金到账情况以当日 20: 30的查询结果为
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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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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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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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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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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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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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
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0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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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
上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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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004，8004，4004，2004，0004，5187

末“5”位数 14862，64862

末“6”位数 640753，840753，440753，240753，040753，141366，641366

末“7”位数 3102191，5102191，7102191，9102191，1102191，4738119，9738119

末“8”位数 84561691，64561691，44561691，24561691，04561691，00436281

末“9”位数 096311012，129241992

凡在网上申购天津友发钢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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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8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 000股“友发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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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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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1家投资者管理的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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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
公告（2020年第9号）》列入范围，不具备配售资格，被联席主承销商认定为网下无效申购；1家投资者管
理的13个配售对象属于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20年11月20日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
单公告（2020年第9号）》列入范围，不具备配售资格，未参与网下申购。 因此，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投资
者数量为3, 091家，配售对象数量为11, 238个,有效申购数量为8, 827, 030.00万股。

1、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代码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万股) 说明

1 熊玲瑶 A116901843 熊玲瑶 800 未参与申购

2 广东恒捷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B888385204 广东恒捷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800 未参与申购

3 徐仲华 A149414687 徐仲华 800 未参与申购

4 遂宁兴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B880813562 遂宁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800 未参与申购

5 邓兆强 A148298266 邓兆强 800 未参与申购

6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B880487858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800 未参与申购

7 周玉平 A544744032 周玉平 800 未参与申购

8 昂扬 A559224885 昂扬 800 未参与申购

9 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B881010214 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800 未参与申购

10 刘丽娟 A223847871 刘丽娟 800 未参与申购

11 章培林 A382732123 章培林 800 未参与申购

12 江阴江梁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B880466409

江阴江梁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江梁投资天
鹿二号基金

800 未参与申购

13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B882071310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800 未参与申购

14 余方标 A628266740 余方标 800 未参与申购

15 冯伟 A147819653 冯伟 800 未参与申购

合计 12, 000 -

2、由于被列入2020�年11月20日公布的限制名单中，被联席主承销商认定为网下无效申购的情况
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代码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万股) 说明

1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B883103759 银叶量化对冲2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800 限制名单

合计 800 -

3、由于被列入2020�年11月20日公布的限制名单中，未进行申购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代码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万股) 说明

1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3076847 河北省肆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2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686097 山东省（叁号）职业年金计
划新华养老投资组合 800 限制名单

3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814763 新华养老稳增1号混合型养
老金产品 800 限制名单

4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3094976 四川省拾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5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3096910 四川省壹拾壹号职业年金计
划新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6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843584 上海市肆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养老投资组合 800 限制名单

7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897842 辽宁省贰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8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3282765 云南省陆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9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804378 湖北省（拾壹号）职业年金
计划新华养老投资组合 800 限制名单

10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3017584 山西省柒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11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979181 重庆市壹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12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266538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800 限制名单

13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882882504 江苏省叁号职业年金计划新
华组合 800 限制名单

合计 10400 -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天津友发钢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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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
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配售对象为11, 238个，有效申购总量为
8, 827, 03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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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30, 060万股，占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27.53%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B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1, 385, 260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15.69%；不属于A类和B类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C类投资者）有
效申购数量为5, 011, 710.0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56.78%。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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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获配股数
（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A类 2, 430, 060 27.53% 7, 212, 930 50.80% 0.02968211%

B类 1, 385, 260 15.69% 2, 382, 647 16.78% 0.01720000%

C类 5, 011, 710 56.78% 4, 604, 423 32.43% 0.00918733%

合计 8, 827, 030 100% 14, 200, 000 100% -

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C类， 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
同；向A类、B类投资者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先安排的50%、10%。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其中零股1, 843股按
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东
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最终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
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茂津
住所：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百亿元工业区
联系人：杜云志
电话：022-28891850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12层、15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6553462、010-66551593
邮箱：dxzq_ipo@163.com
3、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发行人：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