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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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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骐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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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华骐环保”，股票代
码为“300929”。

本次发行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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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2,065万股，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不进行老股转让。 发行价格为13.87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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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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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73.0353万股。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73.0353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8.38%。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36.7147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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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5.4647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1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26.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7.83%。 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1,891.9647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根据《安徽华骐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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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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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495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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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378.4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87.064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7.8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04.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43.82%。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57629124%，申购倍数为6,344.00530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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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9,023,08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5,150,188.9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5,91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59,4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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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0,64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6,905,8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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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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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568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10.02%，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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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5,915股，包销金额为359,441.05元。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13%。

2021年1月1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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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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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51-62207156、6220715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广东聚石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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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石化学”、“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３３３．３３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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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５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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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３３３．３３３４万
股 。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３５０．０００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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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４７３８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１４．６８％，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的差额７．５２６２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１，３９５．８５９６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１１％；网上发行数量为５９５．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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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１，９９０．８５９６万股。 网下、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６．６５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Ｔ日）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聚石化学”Ａ股５９５．０００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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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东聚石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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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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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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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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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限售账户将在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Ｔ＋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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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限售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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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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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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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５，２０１，４１４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２６，９９４，２１７，５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０４１７６％。 配号
总数为５３，９８８，４３５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３，９８８，４３４。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广东聚石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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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５３６．８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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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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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６．７５９６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１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９４．１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９．８９％。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０．０２９４１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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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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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联众”、“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３，１５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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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８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１５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４．６９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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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５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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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２．２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９７．７５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股数的２８．５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３，１５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三友联众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三友联众”股票８９７．７５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三友联众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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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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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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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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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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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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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
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
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
询价及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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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与可
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５６９，６３２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８８，２６５，３７１，０００股，配号总量为１７６，５３０，７４２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为０００１７６５３０７４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三友联众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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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８３１．８４３０５倍，
高于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２０％
（６３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本次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６２２．２５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２７．７５万股，占本次公开发
行新股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７３０８６０００％，
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７７７．４７４７８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定于２０２１年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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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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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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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易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２３，９１６，６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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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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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同意，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５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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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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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向持有一定市值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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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配售，若确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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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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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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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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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２，３９１．６６７１万股 ， 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配售， 不安排向
其他战略投资者配售。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５％，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１９．５８３３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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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９０．４８３８万股，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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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１．６０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及网上发行数量受回拨机制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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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Ｔ－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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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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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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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微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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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于 2020 年 9
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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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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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210.00 万股。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 160.5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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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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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50万股。

最终战略投资者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无需向网下回拨。网上网下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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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85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上、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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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元 / 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T 日）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银河微电”A股 914.8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1 年 1 月 15 日（T+2 日）披露的《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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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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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应当于 2021年 1月 15日（T+2日）16:00前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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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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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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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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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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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账户将于 2021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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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在
线签署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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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
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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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全部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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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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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873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42,187,412,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168538%。配号总数为 84,374,824 个，号码范
围为 100,000,000,000-100,084,374,823。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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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6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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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95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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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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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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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9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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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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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 2021年 1月 15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建科”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1,413.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0]3664 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盈建科”，
股票代码为“3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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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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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数量为 1,413.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56.96 元 / 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1,413.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T+2 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094,91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02,846,472.3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5,08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998,327.68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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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83 股，包销金额为
1,998,327.68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25%。

2021 年 1 月 14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
购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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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321062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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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辰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9,17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0年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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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0]35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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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9,17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37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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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50万股回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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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7.7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81.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742.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00%。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9,17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中辰股份于2021年1月13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辰股份”
股票1,742.3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辰电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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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1年1月1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
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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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
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
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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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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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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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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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
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
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
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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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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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565,831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40,349,398,000股，配号总数为280,698,796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00028069879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中辰电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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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5.40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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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1,834.00万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593.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1.0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3,576.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0.0254814061%，申购倍数为3,924.4302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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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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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