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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回复（二次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849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逐项答复，并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

馈意见的回复报告》。 公司已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和要求，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反馈回复内容

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根据规定对修订后的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修订稿）》。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和要求以及公司相关情况的进展， 公司会同相关中
介机构对上述反馈回复内容进行了二次补充和修订， 现根据规定对二次修订后的反馈意见回
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二次修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7 日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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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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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已于2020年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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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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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万股，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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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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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杭州屹通新
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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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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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5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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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5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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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8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rs.p5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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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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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tock.com；证券时
报网，www.st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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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7日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智教育”、“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4,024.47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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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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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传智教育”，股
票代码为“00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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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
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8.46元/
股，发行数量为4,024.475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17.1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1,207.3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2.4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22.0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月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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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6,123,73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05,606,831.9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6,76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18,5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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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1,98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4,025,967.7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268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9,187.28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号

（深市）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1 玉环市亚兴投资有限公司 玉环市亚兴投资有限公司 0800166087 162 1370.52
2 赵阳民 赵阳民 0086148125 162 1370.52
3 姚战琴 姚战琴 0104343280 162 1370.52
4 王久芳 王久芳 0160143314 162 1370.52
5 王伟 王伟 0133959611 162 1370.52
6 傅江强 傅江强 0195754186 162 1370.52
7 柯维龙 柯维龙 0144054272 162 1370.52
8 刘晓俊 刘晓俊 0119353065 162 1370.52
9 吴湘宁 吴湘宁 0077752835 162 1370.52
10 贾绍君 贾绍君 0226343976 162 1370.52
11 姚立生 姚立生 0085383018 162 1370.52
12 林平 林平 0156527721 162 1370.52
13 戴元永 戴元永 0189157595 162 1370.52
14 黄耀强 黄耀强 0099527320 162 1370.52

合计 2,268 19,187.28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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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9股，包销金额为837,785.34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5%。
2021年1月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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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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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7日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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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0年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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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3号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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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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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1,660.00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
量为1,309.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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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1,037.3927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9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72.4073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8,280.2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07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20.00%。 初始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10,350.20万股。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8,552.6073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51%；网上发行数量为2,070.0000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49%。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10,622.6073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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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9元/股。

根据《天能电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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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能电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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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90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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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3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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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0.307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70.5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132.3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29.4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月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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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1年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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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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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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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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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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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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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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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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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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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IPO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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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社保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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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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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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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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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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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
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根据2021年1月4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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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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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41, 790, 000.00 208, 950.00 41, 998, 950.00 12个月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83, 580, 000.00 417, 900.00 83, 997, 900.00 12个月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25, 074, 000.00 125, 370.00 25, 199, 370.00 12个月

长兴虹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0.0000 83, 580, 000.00 417, 900.00 83, 997, 900.00 12个月

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
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8.1011 99, 502, 449.69 497, 512.25 99, 999, 961.94 12个月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39.2916 99, 999, 959.64 - 99, 999, 959.64 24个月

合计 1, 037.3927 433, 526, 409.33 1, 667, 632.25 435, 194, 04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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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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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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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2、3392、7708

末“5”位数 56223、68723、81223、93723、43723、31223、18723、06223

末“6”位数 634722、834722、434722、234722、034722、798943、298943

末“7”位数 9504104、8254104、7004104、5754104、4504104、3254104、2004104、0754104

末“8”位数 79566156、92066156、67066156、54566156、42066156、29566156、17066156、04566156、
02701235

末“9”位数 13769820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天能股份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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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46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500股天能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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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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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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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下申购电子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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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5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30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47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0,581,09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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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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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
业年金基金以及保险资金） 7, 373, 250 69.68% 52, 316, 632 69.85% 0.07095464%

B类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16, 620 0.16% 117, 921 0.16% 0.07095126%

C类投资者 3, 191, 220 30.16% 22, 468, 520 30.00% 0.07040731%

合计 10, 581, 090 100.00% 74, 903, 073 100.00% 0.070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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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余股2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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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时间为2021年1月5日09:
30:0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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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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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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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能电池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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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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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23835518、0755-23835519

发行人：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7日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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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江生物”、“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867.608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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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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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867.6088万股。 初
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730.141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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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7,271股，占发行总量的12.20%。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则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30,326,817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96%；网上发行数量为12,412,000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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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之江生物于2021年1月6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之江生物”A股1,241.2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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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之江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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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
数量，于2021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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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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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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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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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0,538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51,939,437,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389706% 。 配号总数为 103,878,875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103,878,87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之江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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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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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40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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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5.2817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60.9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68.6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39.04%。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21258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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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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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7日

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中英科技”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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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5 号）。《常州中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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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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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网，网址 www .cs .
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 .cns 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 .
s 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 .zqr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
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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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 1, 880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数量为 1, 8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
转让老股。

2、本次发行价格为 30.39 元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T 日（2021 年 1 月
11 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 10 月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的行业目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39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
平均市盈率为 51.49 倍（截至 2021 年 1 月 6 日（T-3 日））。 本次发行价格
30.39 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
薄后市盈率为 50.99 倍， 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
态平均市盈率（截至 2021 年 1 月 6 日（T-3 日））。

3、投资者在 2021 年 1 月 11 日（T 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
金。 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T 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9:
15-11: 30、13: 00-15: 00。

4、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
新股申购。

5、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 2021 年 1 月 13 日（T+2 日）公
告的《常州中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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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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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股份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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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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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1, 88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
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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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发行对象

2021年 1 月 11 日（T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
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且在 2021 年 1 月 7 日（T-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 T-2 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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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20 个交
易日的，按 20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其中，自然人需根
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2020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日（网上申购日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

缴款日期 T+2日（2021 年 1 月 13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常州市飞龙西路 28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0519-83253321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电话

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
021-23219904

发行人：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7 日

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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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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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366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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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1, 8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 本
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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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定于 2021 年 1 月 8 日（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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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演天下（http : //rs .p 5w .net）；
二、 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1 月 8 日（T-1 日，周五）09: 00-12: 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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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参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 请阅读 2021 年 1 月 7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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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s 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 .s 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 .zqrb.cn）上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
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7 日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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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６，００４．００万股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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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４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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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股份或非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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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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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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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４．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为２４，０１４．６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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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为３００．２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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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网下初始数量为３，９９２．７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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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１．１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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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Ｔ＋２日）刊登的《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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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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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演天下（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１月８日（Ｔ－１日，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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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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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