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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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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96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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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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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

发行规模为50,966,700.00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0,580,7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0,386,0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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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 网上路演网址：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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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2020年12月9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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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5日

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奥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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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７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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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
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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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
为１，９６５万股，发行价格为２８．２８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９６５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根据《研奥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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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研奥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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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数： ４１５１
末“五”位数： ９７６４９、４７６４９、９５４３１
末“七”位数： １３６７４９３、２６１７４９３、３８６７４９３、５１１７４９３、６３６７４９３、７６１７４９３、８８６７４９３、０１１７４９３
末“八”位数： ５４５０５６６４、７４５０５６６４、９４５０５６６４、１４５０５６６４、３４５０５６６４、０７６７３５３４
末“九”位数： ０１８９１２７０２、２６９０６５４２３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研奥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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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３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５００股研奥股份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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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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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源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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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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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3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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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292.2419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64.612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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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12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
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189.3799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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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25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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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7.6299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
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05元/股。发行人于2020年12月14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通源环境”股票938.25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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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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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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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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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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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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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摇号将按配售
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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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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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8,426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41,476,037,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262150%。 配号总数为82,952,075个，号码范
围为100,000,000,000-100,082,952,07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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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164.612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5.00%，与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同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42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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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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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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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5799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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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0500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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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1632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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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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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5日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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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9,00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2020年9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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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9号文
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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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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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9,000.00万股。其中初始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4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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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数量为27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180.0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02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4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710.00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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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6元/股，发行人于2020年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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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药业”股票
1,71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0年12月16日（T+2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悦康药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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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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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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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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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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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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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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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140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70,865,037,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413038%。
配号总数为141,730,075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41,730,07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悦康药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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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4,14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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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
的整数倍，即873.0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147.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70.4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583.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59%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64495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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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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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5日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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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立旺”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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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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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4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0]3057 号文同意注册。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吴证券”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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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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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 4, 335 万股。 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50.25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5.00% ，战略配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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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2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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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5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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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5.4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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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84.75 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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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 元 /股。
根据《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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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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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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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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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50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实施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 210.85
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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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73.90 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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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57458%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等方面，并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
需一并划付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应当于 2020 年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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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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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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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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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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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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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
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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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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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东吴证券 IPO网下投资者资
格核查系统”提交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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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资金， 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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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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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
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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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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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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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中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高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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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为东吴创新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吴创新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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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证券福立旺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福立
旺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
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战略投资
者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东吴创新资本 2, 167, 500 39, 123, 375.00 - 39, 123, 375.00 24个月
福立旺员工战配资
管计划 4, 335, 000 78, 246, 750.00 391, 233.75 78, 637, 983.75 12个月

合计 6, 502, 500 117, 370, 125.00 391, 233.75 117, 761, 358.75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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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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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厅主持了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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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8，0818，8458
末“6”位数 027173，227173，427173，627173，827173

末“7”位数 2188221，4188221，6188221，8188221，0188221，7848309，
2848309

末“8”位数 18828617，19014501，51118309，20194622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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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478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
“福立旺” A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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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T 日）结束。 经核
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37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 267 个有效报价配
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在网下发行申购平台提交了申购，网下
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8, 784, 28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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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类型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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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56, 600 54.15% 15, 479, 275 70.02% 0.03254273%
B类投资者 26, 980 0.31% 79, 580 0.36% 0.02949592%
C类投资者 4, 000, 700 45.54% 6, 549, 645 29.63% 0.01637125%

合计 8, 784, 280 100.00% 22, 108, 500 100.00% 0.02516826%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A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B�类投资者包括合格境外投资者；C类投资者为除 A、B 类的其他投资机构。
其中零股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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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睿远均衡价值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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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同日刊登在上交所网站（www .s s e.
com.cn）的本公告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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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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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1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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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立旺
精密机电（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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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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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512-62936312、62936313
联系人：东吴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 月 15 日

明冠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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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冠新材”、“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4,102.2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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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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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102.20 万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15.33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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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33 万股，占发行
总量的 15%，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4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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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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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 3,486.87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15.87 元/股，发行人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T 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明冠新材”股票 1,0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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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明冠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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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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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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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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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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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7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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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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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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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国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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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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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0,696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45,513,899,0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298309%。 配号总数为 91,027,798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91,027,79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明冠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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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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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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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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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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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6444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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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1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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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5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