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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呈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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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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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1〕1398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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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4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500.001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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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1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 833,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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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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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 元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
（T 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呈和科技” A 股 8, 500, 0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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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T+2 日）披露的《呈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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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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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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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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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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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374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42, 602, 028, 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995210%。 配号总
数为 85, 204, 056 个，号码范围为 100, 000, 000, 000-100, 085, 204, 055。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呈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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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5, 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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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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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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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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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60319%。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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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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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28 日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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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家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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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欢乐家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乐家”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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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号文予以
注册的决定。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欢乐家” ，股票代码为
“300997”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94 元 / 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9,000.00 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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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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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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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0.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81.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71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19.00%。

根据 《欢乐家食品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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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欢乐家食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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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8.4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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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2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49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6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51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39.00%。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41815026%，申购倍数为 4,135.39231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5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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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56,48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73,179,021.0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3,51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4,9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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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0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71,2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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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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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2,006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 10.00%，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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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18 股，包销金额为 214,978.92 元，包销比
例为 0.05%。

2021 年 5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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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083� 7385
邮箱地址：project_hljecm@citics.com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欢乐家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28 日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欧林生物” 、“发行人” 或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 4, 053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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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
可〔2021〕1397 号文注册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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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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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英大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4, 053
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07.9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战略
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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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9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 756.0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 ；网上发行数量为 689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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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 元 /股。
欧林生物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A 股 689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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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T+2 日）披露的《成都欧

林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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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初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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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9.88 元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1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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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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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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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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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
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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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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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 6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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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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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获配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
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英大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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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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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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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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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 544, 926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33, 465, 871, 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058814% 。配
号总数为 66, 931, 742 个， 号码范围为 100, 000, 000, 000—100, 066, 931,
74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成都欧林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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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8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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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扣除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10%（3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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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11.5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1, 033.5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088370%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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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5 月 28 日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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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普联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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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普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联软件”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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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
承销商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或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普联软件” ， 股票代码为
“300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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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1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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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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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15 万
股，占本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29.8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28.50%。根据《普联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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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6.3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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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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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1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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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53085449%，有效申购倍数为 6,532.29948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5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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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47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22,780,955.5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3,02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71,0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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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81,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36,84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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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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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4 股，包销金额为 271,0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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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2021 年 5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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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销商中泰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59013948、010-59013949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普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28 日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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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物流” 、“发行人” 或“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58, 755, 5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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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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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
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58, 755, 556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11, 129, 556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7, 626, 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15.77元/股。 根据 《东方航空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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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9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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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 874, 556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2, 881,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6252466% 。

敬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东方航空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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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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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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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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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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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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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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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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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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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物
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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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456，8456，4456，2456，0456，1885

末“5”位数 19750，69750

末“6”位数 239891，439891，639891，839891，039891

末“7”位数 0011760，5011760

末“8”位数 71406178，96406178，46406178，21406178

末“9”位数 01697598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东航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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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881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 000股东航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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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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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 （T日） 结束。 经核查确认，
3, 05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3, 64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已全部按《发行公告》的要
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东方航空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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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配售
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总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比例 配售比例

F类 1, 457, 900 28.20% 8, 018, 469 50.51% 0.05500013%

I类 944, 300 18.26% 2, 919, 875 18.39% 0.03092105%

A类 1, 975, 050 38.20% 3, 773, 387 23.77% 0.01910527%

B类 793, 310 15.34% 1, 162, 825 7.33% 0.01465789%

合计 5,170,560 100.00% 15,874,556 100.00% 0.03070181%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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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余股19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F类投资者中申购
时间最早且满额申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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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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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5353014
咨询邮箱：ECM_IPO@cicc.com.cn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8日

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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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拓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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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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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355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 482.00万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14.42元/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74.1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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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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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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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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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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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股数的差额174.1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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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 489.65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92.3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3, 482.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
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5月27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迈拓股份”
股票992.35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5月31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迈拓仪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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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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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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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迈拓仪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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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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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所有配售对象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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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以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个配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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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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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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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973, 369户，有效申购股数为98, 495, 639, 500股。 配
号总数为196, 991, 279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9699127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迈拓仪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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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493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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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4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1, 793.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 688.75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48.5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71454291% ，有效申购倍数为
5, 832.45830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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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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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