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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43 版)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Forest�Packaging�Group�Co.,Ltd.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启军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8 年 9 月 3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28 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洋城工业区
联系电话及传真：0576-86336000、0576-89979827
互联网网址： www.forestpacking.com
电子信箱：http://www.forestpacking.com
所属行业：C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经营范围：出版物、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 纸箱、纸板（不含造纸）加

工、销售；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董事会秘书：陈清贤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职务、任职起止日期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林启军 董事长、总经理 2020.6 至 2023.6
林启群 董事、副总经理 2020.6 至 2023.6
林启法 董事 2020.6 至 2023.6
林加连 董事、副总经理 2020.6 至 2023.6
祝锡萍 独立董事 2020.6 至 2023.6
吴龙奇 独立董事 2020.6 至 2023.6
王一 独立董事 2020.6 至 2023.6
张连富 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 2020.6 至 2023.6
林荣生 监事 2020.6 至 2023.6
王红波 监事 2020.6 至 2023.6
揭娟 监事 2020.6 至 2023.6
安立新 职工监事 2020.6 至 2023.6
陈清贤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2020.6 至 2023.6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
1、直接持股情况

姓名 与公司关系 直接持股数量（万股） 直接持股比例
林启军 董事长、总经理 4, 468.0851 29.79%
林启群 董事、副总经理 3, 829.7872 25.53%
林启法 董事 2, 553.1915 17.02%
林加连 董事、副总经理 2, 553.1915 17.02%
陈清贤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50.00 1.00%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
属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2、间接持股情况

姓名 与公司关系 间接持股主
体

间接持股数量
（万股）

间接持股
比例

林启军 董事长、总经理
森林投资 170.80 1.14%
森林全创 120.43 0.80%

林启群 董事、副总经理
森林投资 116.40 0.78%
森林全创 91.22 0.61%

林启法 董事
森林投资 77.63 0.52%
森林全创 60.84 0.41%

林加连 董事、副总经理
森林投资 77.63 0.52%
森林全创 60.84 0.41%

张连富 森林包装监事、行政人事部经理 森林投资 20.00 0.13%
林荣生 森林包装监事、临海森林副总经理 森林投资 20.00 0.13%
王红波 森林包装监事、温岭森林销售部经理 森林投资 15.00 0.10%
揭娟 森林包装监事、森林造纸财务经理 森林投资 20.00 0.13%
安立新 森林包装监事、水印车间主管 森林全创 3.00 0.02%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以任何方式间接持有本
公司股份。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林启军先生持有公司 29.79%的股份，其弟弟林启

群先生持有公司 25.53%的股份、哥哥林启法先生持有公司 17.02%的股份、姐
夫林加连先生持有公司 17.02%的股份，林启军、林启群、林启法和林加连合计
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89.36%的股份， 并通过森林投资和森林全创控制公司
9.64%的股权，合计控制森林包装 99.00%的股权，四人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四、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发行前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股）
发行后
持股比
例（%）

锁定期
限

一、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1 林启军 44, 680, 851.00 29.79 44, 680, 851.00 22.34 36个月
2 林启群 38, 297, 872.00 25.53 38, 297, 872.00 19.15 36个月
3 林启法 25, 531, 915.00 17.02 25, 531, 915.00 12.77 36个月
4 林加连 25, 531, 915.00 17.02 25, 531, 915.00 12.77 36个月

5
台州森林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 074, 468.00 5.38 8, 074, 468.00 4.04 36个月

6
温岭森林全创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 382, 979.00 4.26 6, 382, 979.00 3.19 36个月

7 陈清贤 1, 500, 000.00 1.00 1, 500, 000.00 0.75 12个月
合计 150, 000, 000.00 100 150, 000, 000.00 75

二、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1 本次发行的股
份 - - 50, 000, 000.00 25 -

合计 - - 50, 000, 000.00 25 -
总合计 150, 000, 000.00 100 200, 000, 000.00 100 -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55,652 户，其中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 发行后持股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比例
（%）

1 林启军 44, 680, 851.00 22.34
2 林启群 38, 297, 872.00 19.15
3 林启法 25, 531, 915.00 12.77
4 林加连 25, 531, 915.00 12.77
5 台州森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 074, 468.00 4.04

6 温岭森林全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 382, 979.00 3.19

7 陈清贤 1, 500, 000.00 0.75
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6, 072.00 0.06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894.00 0.00

10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473.00 0.00

合计 150, 137, 439.00 75.07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5,000 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18.97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四、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500 万股，网上申购发行 4,500 万
股。

五、包销情况：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完成后，由主承销商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包销 126,072 股余股，包销股数占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0.25%，包
销金额共计 2,391,585.84 元。

六、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94,850.00 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0]6860 号”
《验资报告》。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5,893.00 万元（不含税）。 根据

“中汇会验[2020]6860 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内容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发行费用金额（万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3, 853.5250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943.396227
律师费用 573.584907
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43.396226
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用 79.097640
发行费用合计总额 5, 893.000000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1.18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八、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88,957.00 万元。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9.56 元（按经审计的 2020 年 6 月 30 日净资

产的基础上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影响）。
十、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0.83 元（按本公司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一、本次发行后市盈率：22.99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

照本次发行前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6 月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中汇会鉴[2020]5833 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中汇会计师对公司 2020 年 1-9 月的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发表审阅意见：“根据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
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森林包装集团 2020 年 1-9 月财务报表没有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森林包装集团的合并
及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2020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减弱，国内经济走势出现了回
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前三季度 GDP 比上年同期增长 0.7%，
上半年为下降 1.6%，累计增速年内首次实现由负转正。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
森林包装主要产品的价格和销量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涨，经营业绩同比也出
现了增长。

2020 年 1-9 月，根据经中汇会计师审阅的财务报表，森林包装实现实现
营业收入 148,245.79 万元，同比增长 0.76%；实现净利润 11,844.17 万元，同比
增长 33.01%；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1,011.47 万元， 同比增长
28.90%。

基于 2020 年 1-9 月已实现的经营业绩，以及四季度以来的经营状况，公
司谨慎预计 2020 年全年将实现营业收入约 220,000 万元 -223,000 万元，同
比增长约 7%-9%；实现净利润约 20,000 万元 -22,0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17%
-30%；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约 18,500 万元 -�20,500 万元，同比增
长约 12%-25%。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
细阅读招股说明书,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
司和本公司的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 （账号
120704112920047607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账号
33050166715600000733、3305016671560000073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岭支行（账号 392278895301、385778913109）、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温岭支行（账号 79630188000091743）、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
行（账号 576900317210401）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
司已与保荐机构和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公司简称为
“甲方”，银行简称为“乙方”，保荐机构简称为“丙方”）：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
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
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
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情况。

四 、 甲 方 授 权 丙 方 指 定 的 保 荐 代 表 人 成 鑫 （身 份 证 号 码 ：
430421197208060017）、宋财（身份证号码：370181197108125219）可以随时到
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
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5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乙方应当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
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
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公司简称为
“甲方”，子公司温岭市森林包装有限公司简称为“乙方”，银行简称为“丙方”，
保荐机构简称为“丁方”）：

“三、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
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和乙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丁方应当依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
方、乙方和丙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 丁方对甲方、乙方现场调查时应
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 甲方、 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成鑫 （身份证号码：
430421197208060017）、宋财（身份证号码：370181197108125219）可以随时到
丙方查询、复印乙方专户的资料；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
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丙方按月（每月 5 日前）向乙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丁方。 丙方应当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乙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丙方应当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丁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
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八、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的，乙方或者丁方可以要求甲方、
乙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

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 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秋明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电话：021-22169999
传真：021-22169284
保荐代表人：成鑫、宋财
项目协办人：张鸿
其他项目人员：孙磊、袁超、余佳雯、戴振宇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 A 股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A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1 日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阳科技”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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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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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５４号）。兴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润阳科技”，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９２０”。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２６．９３元 ／
股，发行数量为２，５０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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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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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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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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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８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１２．５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２８．５％。 根据《浙江润阳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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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１０，６７５．９６９７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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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８７．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２．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５９４００４５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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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０６，５９０股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３２６，０３０，４６８．７０元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１８，４１０股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４９５，７８１．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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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７５，０００股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３４６，７２３，７５０元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０股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０元
二、网下限售账户摇号结果
根据《浙江润阳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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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Ｔ＋３日）上
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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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一位数 ２
末四位数 ４５３４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润阳科技并获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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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限售摇号的共有６，６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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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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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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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１，２８９，３５６股，占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１％，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本次网下限售摇号中
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限售摇号中签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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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８，４１０股，包销金额为４９５，７８１．３０元，包销股份
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０．０７％。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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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６，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７

发行人：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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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伟创电气”）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5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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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审核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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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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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500.0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675.00万股，约占本次发
行总数量的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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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00万股，占发行
总数量的15.00%，本次初始战略配售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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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7.5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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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50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
量3,825.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0年12月18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伟创电气”A股1,147.5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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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苏州伟创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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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0年1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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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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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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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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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限售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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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足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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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1,991

户，有效申购数量为48,573,437,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362402%。
配号总数为97,146,875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97,146,87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75.0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5.00%，本次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根据《苏州伟创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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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4,23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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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50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500
股的整数倍）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295.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1,53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14987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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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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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1日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33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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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长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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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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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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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6.00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01.6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34.4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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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T-1，周二）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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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新亚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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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T-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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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1日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祖名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3,1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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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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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总量为3,12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回拨机制
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72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48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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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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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T-1日，星期二）14:00-17:00。
2、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参与路演：
（1）网上路演地址：IR联盟（http://www.irlianmeng.com）和中证网（http:

//www.cs.com.cn）。

（2）手机微信扫一扫“祖名股份投资者关系”小程序二维码：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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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