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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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极光”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960.6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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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1]9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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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南极光”，股票代码为“3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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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元/股，发
行数量为2,960.6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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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0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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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8923
万股，占本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43.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28.50%。根据《深圳市南极光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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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59.38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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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1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1,524.7423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435.9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72607831%。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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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1,41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2,741,255.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7,58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79,5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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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6,041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94,539,483.1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38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7,634.32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
量（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已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上海稳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稳博红樱桃14号
私募基金 1,382 17,634.32 0.00 1,382

合计 1,382 17,634.32 0.00 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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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15,246,041股，其中网下比例限
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527,757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10.02%；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1,382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其中139股的限
售期为 6� 个月， 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10.06%。 本次网下发行共有
1,527,896股的限售期为 6�个月，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2%，约占本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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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67股，包销金额为497,21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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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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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发行人：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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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恒而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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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而达”、“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６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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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６３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９．４５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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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
发行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６６７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

发行人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Ｔ日）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恒而达”Ａ股１，６６７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节， 并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
（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福建恒而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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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发行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２月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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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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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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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２３１，２２４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３４，４５３，１２２，０００股。 配号总数２６８，９０６，２４４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
号码为０００２６８９０６２４４。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２３９８３７３３％，网上投资者有
效申购倍数为８，０６５．５７４２１倍。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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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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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特别提示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华康股份”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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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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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2,914 万股，全部为新股，
不安排老股转让。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748.40 万股，
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65.60 万股，为本次发行
总量的 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1.63 元 / 股。

华康股份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华康股份”A 股股票 1,165.6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及发行中止等环节，
并于 2021 年 2 月 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华康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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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 日（T+2 日）16:00 前，按照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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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中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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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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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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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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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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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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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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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 ,810 ,710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01 ,270 ,206 ,0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
签 率 为 0 .01150980% 。 配 号 总 数 为 101 ,270 ,206 个 ， 号 码 范 围 为
100 ,000 ,000 ,000-100 ,101 ,270 ,20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华康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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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认购倍数 8,688.25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00%从网下回拨
到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91.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622.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回拨后本次网
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258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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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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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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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 月 29 日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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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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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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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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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 100.2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65.03万股，约占发行总规模的15.00% ，其中本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的预计跟投比例为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的5.00%，即55.01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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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3万股，占发
行总量的15.0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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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62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7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80.55万股，占扣除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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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935.17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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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37.09元/股，华锐精密于2021年1月28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华锐精密” 股票280.55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2021年2月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株洲华锐精密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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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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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向通过战略配售、网下配售获配股票的投资者收取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包括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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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者在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配售经纪佣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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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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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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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包

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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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的股票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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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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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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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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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0, 375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12, 576, 849, 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230686% 。 配号总数为
25, 153, 699个，号码范围为100, 000, 000, 000-100, 025, 153, 69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株洲华锐精密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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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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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股份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935,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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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07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6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74.1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97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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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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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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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北京凯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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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因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２４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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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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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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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６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２１２．３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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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７，４８１股，占发行总量的４．９６％。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的差额１５，５１９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８，２５１，５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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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０１，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９９％。

根据《北京凯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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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凯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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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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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９．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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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５，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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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１６，０１９股，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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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３６，５００股，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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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９９７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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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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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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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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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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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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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跟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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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创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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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日（Ｔ－１日）公告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凯因
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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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因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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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日（Ｔ－２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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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８元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８．０６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１０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海通

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发行数量的５％， 但不超过人民币４，０００万
元，海通创投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２，１０７，４８１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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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Ｔ＋４日）之前，依据海通创投缴款原路径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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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０７，４８１ ３９，９９９，９８９．３８ ０ ２４
合计 ２，１０７，４８１ ３９，９９９，９８９．３８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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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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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因科
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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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６２９， ４６２９
末“５”位数 １６８２２， ２９３２２， ４１８２２， ５４３２２， ６６８２２， ７９３２２， ９１８２２， ０４３２２， ５９９２１
末“６”位数 １０５５２２， ２３０５２２， ３５５５２２， ４８０５２２， ６０５５２２， ７３０５２２， ８５５５２２， ９８０５２２， ４３９６１１
末“７”位数 ６４１１８８９， ８４１１８８９， ４４１１８８９， ２４１１８８９， ０４１１８８９， ９１８４０８１， ４１８４０８１
末“８”位数 ９６４０９２９０， ４６４０９２９０
末“９”位数 ０１７２７５４５７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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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７３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凯因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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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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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 披露的３８９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０３６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９，０３３，２２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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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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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９５，８５０ ４９．７７％ １７，１９５，１９５ ７１．０１％ ０．０３８２４６８２％
Ｂ类投资者 ３１，６２０ ０．３５％ １２０，９０２ ０．５０％ ０．０３８２３５９３％
Ｃ类投资者 ４，５０５，７５０ ４９．８８％ ６，８９９，９２２ ２８．４９％ ０．０１５３１３５９％

合计 ９，０３３，２２０ １００％ ２４，２１６，０１９ １００％ ０．０２６８０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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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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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臻优稳健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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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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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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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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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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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６、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７、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８、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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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子园”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8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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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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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市值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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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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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2,32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48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04元/股。 根据《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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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3.49倍，超过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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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8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48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0.0281127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投资者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具体
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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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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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
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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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包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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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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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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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参与网下申购并
获得初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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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2021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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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海棠厅主持了李子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

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8403，3403

末“5” 位数 35061，47561，60061，72561，85061，97561，22561，10061

末“6” 位数 655600

末“7” 位数 3701085

末“8” 位数 34561268，84561268

末“9” 位数 089689422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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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3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李子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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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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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3,05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85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5,705,3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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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
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各类投资者初步配售
比例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
保基金（A类） 1, 550, 050 27.17% 1, 940, 620 0.01251973% 50.15%

年金、保险资金（B类） 998, 920 17.51% 779, 157 0.00779999% 20.13%

其他投资者
（C类） 3, 156, 330 55.32% 1, 150, 223 0.00364418% 29.72%

总计 5, 705, 300 100.00% 3, 870, 000 - 100.00%

以上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1,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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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的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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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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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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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571-87827953；0571-87821503；0571-8782513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21-005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1]205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的联系方式如下：
一、 发行人：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电话：028-87078355
3、电子邮箱：Yanghao@xlqp.com
二、 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联系人：资本市场部（王禹伯）
2、联系电话：010-59013962
3、电子邮箱：wangyb01@zts.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