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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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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泰妮”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6,36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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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46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贝泰妮”，股票
代码为“300957”。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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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36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7.33元/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954万股，占发行数量的15.00%。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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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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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00万股。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36.0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0.00%，与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的差额318.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4,642.8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81.11%；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1,081.2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18.89%。

根据《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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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27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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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80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498.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61.11%；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26.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38.89%。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0.0222352682%。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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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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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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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即国信证券鼎信8号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鼎信8号
资管计划”）。

截至2021年3月10日（T-4日），鼎信8号资管计划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
636.00万股，最终获配资金为30,101.88万元。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万股 ） 获配金额 （万元 ） 限售期

鼎信 8 号资管计划 636.00 30,101.88 12 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2,215,75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51,471,778.81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4,24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094,021.19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4,98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655,60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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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1,588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1%，占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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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43股，包销金额为2,094,02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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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2021年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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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22940062

发行人：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2日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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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深水海纳”）首次公开发行新
股不超过4,432.448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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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352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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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448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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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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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6224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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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数量为3,172.448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71.5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6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43%。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4,432.448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深水海纳于2021年3月1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深水
海纳”股票1,26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3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3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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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海纳水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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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3
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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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3,669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110,027,086,000 股 ， 配 号 总 数 为 220,054,172 个 ， 配 售 起 始 号 码 为 ：
000000000001-00022005417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水海纳水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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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2.308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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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20%（886.5000万股）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85.94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7%；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2,146.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48.43%。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
签率为0.0195088326%，有效申购倍数为5,125.88334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1年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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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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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2日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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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修复”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５６６．４１２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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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４９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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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修复”，股票
代码为“３００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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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元 ／股，
发行数量为３，５６６．４１２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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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由发行人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５６．６４１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１７８．３２０６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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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３００．３７０８万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６７％；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０９．４０００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３３％。 根据《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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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９１．６５８６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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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００００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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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８．３７０８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５１．６７％；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５１．４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８．３３％。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０．０１７２４６４５０２％。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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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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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
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具体为中信建投建工修复１号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建工修复２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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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为
３５６．６４１２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１０．００％，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的差额１７８．３２０６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０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

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中信建投建工修复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１１２，４３９ ９，４８９，１０４．６７ １２个月

２ 中信建投建工修复２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４５３，９７３ ２０，９３２，３８９．６９ １２个月

合计 ３，５６６，４１２ ３０，４２１，４９４．３６

注：中信建投建工修复１号战略配售、中信建投建工修复２号战略配售的参
与人姓名、职务、是否为发行人董监高、认购金额与比例等情况详见附表一。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５，４８８，５９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３２，１１７，６８１．２３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５，４０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１６，７３８．７７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６，５８３，７０８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４１，４５９，０２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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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３，３５４股， 约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１０．０３％，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的发行股票量的５．１８％，约占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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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０９股，包销金额为２１６，７３８．７７元。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的发行股票量
的０．０８％，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０．０７％。

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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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１、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２

发行人：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２日
附表一：
中信建投建工修复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信息统计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发行人
董监高

认购资管计划
金额（万元） 持有份额比例

１ 李文波 党委书记、董事 是 １２０ １１．８８％
２ 高艳丽 总经理 是 ２６０ ２５．７４％
３ 桂毅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职工董事 是 １６０ １５．８４％
４ 李书鹏 副总经理 是 １７０ １６．８３％
５ 程平 副总经理 是 １００ ９．９０％
６ 王勇 工程管理部经理 否 １００ ９．９０％
７ 王亚晨 第七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１００ ９．９０％

合计 １，０１０ １００％

注：李文波担任公司董事；桂毅担任公司职工董事；高艳丽担任公司总经
理；李书鹏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程平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中信建投建工修复２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信息统计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发行人
董监高

认购资管计划
金额（万元） 持有份额比例

１ 吴渝 财务总监 是 ９０ ３．２３％

２ 丛欣江 副总经理 是 ９０ ３．２３％

３ 徐宏伟 总经理助理 否 ９０ ３．２３％

４ 郭丽莉 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 否 ６５ ２．３３％

５ 韩珺 风险控制中心经理 否 ９０ ３．２３％

６ 彭兴国 行政综合中心经理 否 ９０ ３．２３％

７ 修丽娟 财金资源中心经理 否 ９０ ３．２３％

８ 周峥 行政综合中心经理 否 ９０ ３．２３％

９ 赵鸿雁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否 ９０ ３．２３％

１０ 郝弟 创新发展中心经理 否 ９０ ３．２３％

１１ 尹鹏程 第六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９０ ３．２３％

１２ 杨远强 市场营销总监 否 ６０ ２．１５％

１３ 王芳芳 第七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６０ ２．１５％

１４ 刘鹏 技术管理中心经理 否 ６０ ２．１５％

１５ 杨乐巍 资深技术工程师 否 ６０ ２．１５％

１６ 卜凡阳 技术管理中心副经理 否 ６０ ２．１５％

１７ 李静文 区域技术中心副经理 否 ６０ ２．１５％

１８ 徐岳华 第五事业部总经理 否 ６０ ２．１５％

１９ 孙尧 第四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４５ １．６２％

２０ 刘治华 参股公司总经理 否 ４５ １．６２％

２１ 田德金 第一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４５ １．６２％

２２ 陈志华 第一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４５ １．６２％

２３ 张晓斌 技术管理中心副经理 否 ４５ １．６２％

２４ 牟兵兵 第四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４５ １．６２％

２５ 郭腾 市场营销部副经理 否 ４５ １．６２％

２６ 吴玉 第六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４５ １．６２％

２７ 白娟 市场营销总监 否 ４０ １．４４％

２８ 李泰平 技术工程师 否 ４０ １．４４％

２９ 李为 财金资源中心副经理 否 ４０ １．４４％

３０ 田齐东 区域技术中心副经理 否 ４０ １．４４％

３１ 汪福旺 成本控制中心主任 否 ４０ １．４４％

３２ 吴新力 技术负责人 否 ４０ １．４４％

３３ 张流芳 党群工作部部长、职工监事 是 ４０ １．４４％

３４ 仇春梅 审计部部长 否 ４０ １．４４％

３５ 余韬 财金资源中心副经理 否 ４０ １．４４％

３６ 王文峰 技术管理中心副经理 否 ４０ １．４４％

３７ 丁浩然 区域技术中心副经理 否 ４０ １．４４％

３８ 康绍果 区域技术中心副经理 否 ４０ １．４４％

３９ 籍龙杰 技术主管 否 ４０ １．４４％

４０ 刘渊文 高级研发工程师 否 ４０ １．４４％

４１ 韦云霄 高级研发工程师 否 ４０ １．４４％

４２ 王蓓丽 高级研发工程师 否 ４０ １．４４％

４３ 熊静 高级研发工程师 否 ４０ １．４４％

４４ 辛成 第二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４０ １．４４％

４５ 李婉 创新发展中心经理 否 ４０ １．４４％

４６ 顾群 工程管理部副经理 否 ４０ １．４４％

４７ 王军 子公司总经理 否 ４０ １．４４％

４８ 吴树丰 经济运营部经理 否 ４０ １．４４％

４９ 牛永超 投资者关系主管 否 ４０ １．４４％

５０ 梁丽光 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否 ４０ １．４４％

５１ 戴冬晖 经济运营部副经理 否 ４０ １．４４％

５２ 李群英 财经中心项目管理核算负责人 否 ４０ １．４４％

合计 ２，７８５ １００％

注：张流芳担任公司职工监事；丛欣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吴渝担任公司财务
总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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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业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56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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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5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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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56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1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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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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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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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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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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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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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40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2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根
据《深圳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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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77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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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512.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318.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41.6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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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8711412%。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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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1年3月2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12.08元/股与获配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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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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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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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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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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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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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4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
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
发〔2020〕121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
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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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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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
的36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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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申购数量为5,659,7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深圳通业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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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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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
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3,169,270 56.00% 9,238,470 70.07% 0.02915015%
B 类投资者 17,600 0.31% 50,820 0.39% 0.02887500%
C 类投资者 2,472,860 43.69% 3,894,710 29.54% 0.01574982%

合计 5,659,730 100.00% 13,184,000 100.00% 0.02329440%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67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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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2021年3月18日09:30:02:122）， 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
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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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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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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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电话： 0755-23189776、0755-23189781、0755-23189773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2日

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业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2,56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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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经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544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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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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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证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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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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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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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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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深圳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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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3月1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
中心308室主持了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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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066

末“5”位数 19230 39230 59230 79230 99230 68834

末“6”位数 163317 288317 413317 538317 663317 788317 913317 038317
末“7”位数 6527061 8527061 0527061 2527061 4527061 1835474 6835474
末“9”位数 02600802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通业科技首次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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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3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通业科技
A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