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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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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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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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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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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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发行总规模的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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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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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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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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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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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4,6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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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扣除最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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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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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 14.01元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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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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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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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在线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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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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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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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跟投组成，无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跟投机构为中信建
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中信建投投资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1 年 1 月 12 日（T-1 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
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
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4.01元 /股，对

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 44,972.10 万元。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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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次发行规模不足人民币 1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
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中信建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本次获配股数
160.50 万股，如有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 2021年 1月 19日（T+4日）之前，依据中信建投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跟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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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股票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金额（元） 限售期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
公司 1,605,000 22,486,050.00 0 22,486,050.00 24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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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结
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702,0702
末“5”位数 26262,38762,51262,63762,76262,88762,13762,01262
末“6”位数 116346,241346,366346,491346,616346,741346,866346,991346,522536
末“7”位数 9608586
末“8”位数 29319501,63927629,25392268,67499558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银河微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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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9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银河微电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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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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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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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33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52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
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7,908,53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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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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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3,970.00 53.28% 12,831,970 70.13% 0.03045102%
B类投资者 12,840.00 0.16% 38,964 0.21% 0.03034579%
C类投资者 3,681,720.00 46.55% 5,426,066 29.66% 0.01473786%

合计 7,908,530.00 100.00% 18,297,000 100.00% -

注：若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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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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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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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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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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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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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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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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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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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通新材”、“发行人”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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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0〕3414 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屹通新

材”，股票代码为“3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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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3.11 元 /

股，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投资者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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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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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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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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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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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7.5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12.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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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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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8.4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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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份 2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

拨后，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12.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8.50%；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1,287.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51.5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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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9,27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8,621,455.9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5,72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37,2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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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5,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68,79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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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8,425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1%，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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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5,728 股，包销金额为 337,294.08 元，包销比例为 0.10%。

2021 年 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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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026236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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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特别提示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优新材”、“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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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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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主承销商”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101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05.0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 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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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4 万股，占发行总
量的 4%，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21.01 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418.21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1%；网上发行数量为 598.75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9%。

根据《上海海优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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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海优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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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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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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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 万股（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以后网
下、网上发行总量的 10%，向上取 500 股整数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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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51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60.3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00.4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39.6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70382%。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主要变化如
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海优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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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 年 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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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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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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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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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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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限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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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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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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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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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跟投机构为海通

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

核查情况详见 2021 年 1 月 12 日（T-1 日）公告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
告》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 年 1 月 11 日（T-2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9.94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 14.69 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的，跟投比例

为 4%，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战略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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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获配股数 84.04 万股，初始缴款
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 月 19
日（T+4 日）之前，依据海通创投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限售期
（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840, 400 58, 777, 576 0 24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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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优新材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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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252，8252
末“5”位数 20776，33276，45776，58276，70776，83276，95776，08276，88642
末“6”位数 130198，330198，530198，730198，930198，336978，836978
末“8”位数 09134970，06407432，3580752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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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9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海优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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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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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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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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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T 日）结束。《发行公
告》披露的 30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6,391 个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 3,422,030 万股。

根据《发行公告》相关约定，主承销商可以在配售前对有效报价投资者及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是否存在禁止性情形进行进一步核查。 经核查确认，其中 5
家投资者管理的 9 个配售对象分别属于主承销商的关联方，与主承销商过去 6
个月内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5%以上股东的关联方，不具
备配售资格，本次发行不予配售。 因此，本次实际参与配售的投资者为 301 家，
管理的配售对象为 6,382 个，对应的申购数量为 3,417,850 万股。 经核查确认，
上述无效配售对象剔除后，不影响本次发行价格。

新增剔除的投资者和配售对象如下：
投资者 配售对象

浙江白鹭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白鹭鼓浪屿量化多策略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白鹭桃花岛量化对冲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白鹭指数增强南强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白鹭桃花岛量化对冲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因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因诺阿尔法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锐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锐天三十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浙江九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九章量化皓月 2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九章量化皓月 3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资产－工商银行－阳光资产－盈时 10 号资产管理产品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

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

比例
配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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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3, 140 61.53% 8, 520, 845 70.04% 0.040514873%
B类投资者 13, 580 0.40% 54, 990 0.45% 0.040493373%
C类投资者 1, 301, 130 38.07% 3, 589, 265 29.50% 0.027585752%

合计 3, 417, 850 100.00% 12, 165, 100 100.00% 0.035592843%

注：若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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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零股 1,158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配售给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财通资管均衡价值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为 A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

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

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

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

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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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

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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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优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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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海通证券海优新材发行工作组

联系电话：021-23154732、021-23154737
发行人：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5 日

上海海优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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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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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电梯”、“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６，００４．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
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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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４０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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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通用电梯”，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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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元 ／股，
发行数量为６，００４．０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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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２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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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９２．９０
万股，占本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１１．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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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２４３．６６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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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１，２００．８０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０９２．１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９１１．９０万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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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０６４３３８１５％，有效申购倍
数为４，８４４．１６７６１。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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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０６７，６０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２５，２８１，３６０．３１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５１，３９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２１，５２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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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９２１，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３３，２６９，５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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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９５，８９８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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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作无效处理的

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
为５１，３９９股，包销金额为２２１，５２９．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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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９％。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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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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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７、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５
联系邮箱：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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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