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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将持有
的公司控股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00%股权全部注入潞安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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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近日，本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来的《山西省人民政

府关于将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所持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无
偿划转至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晋政函［2020］171 号），根据文件要求，山西省国有
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决定将所持有的公司控股股东潞安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潞安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划转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
司，潞安化工集团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行使出资人权利。

一．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清
成立日期： 2020 年 08 月 07 日
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宝源路 53 号
经营范围：化学品生产与加工、销售；化工材料、炭基材料生产、销售；生物化工及副产品的

生产、销售；煤焦化工及副产品的销售；化工装备制造；化工技术研发；工程咨询、设计、监理、
勘察、总承包及工程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对新兴产业的投资；物流服务；住宿、餐饮服务；印

刷业务；风化煤、建材、镀锌铅丝、水泥预制构件、电装制品、橡胶制品、服装的生产及销售；硅
铁冶炼；电力生产、电力供应；普通机械制造及维修；基础油、润滑油销售；勘查工程施工 (钻
探)；气体、固体矿产勘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酒店管理；铁路货物运输，其他
铁路运输辅助活动（矿区铁路专用线）；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活动；环境影响环评设计；压力容器
设计；压力管道设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集中采购招标代理；普通货物的装卸、存储；电
子通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线广播电视传播服务、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架线及设备工程建筑、电气安装，通信设备零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通
讯设备修理，计算机及通信设备、自有房屋、汽车、其他机械与设备租赁；广告业务，会议会展
服务；供热、灰渣综合利用开发；危险废物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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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述股权变更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图
变更前：

变更后：

三．相关风险提示及后续事项
1、本次划转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收购报告书等后续工作，本公司将督促相关各方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将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所持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晋政函［2020］171 号）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2 日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6,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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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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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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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总量为6,8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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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0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0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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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1月25日（周一）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rsc.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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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深圳信测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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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深圳信测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测标准”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627.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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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信测标准”， 股票代码为

“30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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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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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50万股，发行价格为37.28元/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627.5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月20日（T+2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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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7,57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05,709,409.6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7,43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022,5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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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30股，包销金额为1,022,590.4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7%。

2021年1月2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

金一起划给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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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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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48层

联系电话：0755-8323468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信测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优利德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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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优利德”）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7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6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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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750万股。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7.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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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829.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70.01%； 网上发行数量为783.5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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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元/股。
根据《优利德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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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利德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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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55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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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61.25万股）从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67.7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1%，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1,044.75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99%。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92801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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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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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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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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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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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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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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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佣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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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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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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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投资者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跟投机构为深圳市

长城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投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战略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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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T-1日）公告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优利德科
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和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9.11元/

股，本次发行股数2,750万股，发行总规模52,552.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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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本

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长城投资已足额缴
纳战略配售初始认购资金4,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137.50万股，初始缴纳金额超过最终获
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1月26日（T+4日）之前按长
城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初始认购股数
（万股）

最终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
（万元） 限售期（月）

深圳市长城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37.50 137.50 2, 627.62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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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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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厅主持了优利德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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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8, �3748
末“5”位数 03489, �15989, 28489, 40989, �53489, �65989, �78489, �90989, �91398
末“6”位数 598570, �098570
末“7”位数 8571823, �9821823, �7321823, �6071823, �4821823, �3571823, �2321823, �1071823
末“8”位数 4765013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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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9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优利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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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38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8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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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3,25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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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83, 640 52.21% 11, 106, 241 70.84% 0.03099067%
B类投资者 20, 700 0.30% 63, 319 0.40% 0.03059763%
C类投资者 3, 258, 910 47.48% 4, 507, 940 28.75% 0.01383353%

合计 6, 863, 250 100% 15, 677, 500 100% ———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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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其他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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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中的配售比例为零股处理前的配售比例。

其中余股987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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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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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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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利德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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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934001

发行人：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特别提示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燃气”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6, 5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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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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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证券” 、“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原证券” ）（招商证券和中原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 55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4, 585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965 万股，为
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96 元 /股。

根据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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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2.97 倍，高
于 15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3, 930 万股（为本次发行
股份的 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55 万股，为本
次发行总量的 10.00%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 895 万股， 为本次发行总量
90.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164946%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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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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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资金应当于 T+2 日 16: 00 前到账。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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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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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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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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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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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中签后未足额认购的情形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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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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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参与
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T+1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 4 楼海棠厅主持了蓝天燃气首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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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7、9627、4627、2127
末“5”位数 00051
末“6”位数 384997、584997、784997、984997、184997、560555
末“7”位数 6450608、8950608、3950608、1450608

末“8”位数 49925876、62425876、74925876、87425876、99925876、37425876、24925876、
12425876、48257475、63854023

末“9”位数 131648798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蓝天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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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95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 000 股蓝天燃气 A 股股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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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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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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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 披露的 2, 90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0, 75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有 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3 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
其余 2, 90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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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拟申购价

格（元 /股）
初步询价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萧凌 萧凌 A443850480 15.02 390

2 天津市政投
资有限公司

天津市政投资有
限公司 B880993396 15.02 390

3 刘福娟 刘福娟 A112518485 15.02 390
合计 1, 17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
和养老金
（A 类）

1, 063, 530 25.37% 3, 283, 864 50.14% 0.03087702%

年金保险资金
（B 类） 729, 300 17.40% 1, 346, 400 20.56% 0.01846154%

其他投资者
（C类） 2, 399, 670 57.24% 1, 919, 736 29.31% 0.00800000%

总计 4, 192, 500 100.00% 6, 550, 000 100.00% -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

556 股零股分配给“睿远均衡价值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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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获配零股与其本身获配的股份总和未超过有效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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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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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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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81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二）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010-57058347
联系人：资本市场二部

发行人：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银行”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347, 450, 534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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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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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招商证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招商证券和中信建投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47, 450, 534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43, 215, 534 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 104, 235, 000 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83 元 /股。

重庆银行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重庆银行” A 股 104, 235, 0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方式、回拨机制、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弃购股
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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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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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资金应当于 T+2 日 16: 00
前到账。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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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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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70%，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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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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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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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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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中签后未足额认购的情形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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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774, 846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80, 414, 551, 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717175%。配号总数为 280, 414, 551 个，号码范围为 100, 000, 000, 000-100,
280, 414, 55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 690.21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208, 471, 000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的 60.00%）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4, 744, 534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12, 706, 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1115156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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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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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 月 22 日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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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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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５６８号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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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药易购”，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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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２．２５元 ／股，发行数量
为２，３９１．６６７１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由于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创业
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的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进行跟投。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１１９．５８３３万股按照７０％、３０％的比例回拨至网下、网上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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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４．１６７１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发行数量调整为７１７．５０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３０％。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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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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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４９．３０６８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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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４７８．３５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９５．８１７１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０％；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１，１９５．８５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６２６１４８８９％。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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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１，９３９，４８４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４６，２５８，６７９．０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９，０１６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３２，９４６．００
（二）网下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１，９５８，１７１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４６，４８７，５９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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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 所有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按照比例进行限售处理， 限售比例为
１０％，若不足１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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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２８１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４％，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０２％。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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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９，０１６股，包销金额为２３２，９４６．００元，包销股份的数
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０．０８％。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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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８５、８８０８５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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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