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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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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力威”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2,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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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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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2,500.0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
售发行数量为3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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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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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7.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637.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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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1元/股。
根据《广东博力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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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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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4,84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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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7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50万股，占扣除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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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49456%。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1年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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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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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获配金额的0.50%； 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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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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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
“社保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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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
在2021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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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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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
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及对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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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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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为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投资子公司东莞市东证宏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证
宏德”）和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广发原驰·博力威战略配
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博力威专项资管计划”）组成。

东证宏德和博力威专项资管计划已与发行人签署跟投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
核查情况详见2021年5月31日（T-1日）公告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博力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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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和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博力威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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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5.91元/
股，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64,775.00万元。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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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东证
宏德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5.00%，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 东证宏德已足额缴
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125.00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
额的多余款项，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6月7日(T+4日)之前退回。

博力威专项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了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
金人民币6,509.8875万元。 发行价格确定后，博力威专项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数250.00万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6月7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退回。

截至2021年5月27日(T-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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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00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15%。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最终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 获配金额（元 ）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 限售期

东莞市东证宏德投资有限公司 1,250,000 32,387,500.00 - 24 个月

广发原驰·博力威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500,000 64,775,000.00 323,875.00 12 个月

合计 3,750,000 97,162,500.00 323,875.00 -

（三）战略配售回拨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依据2021年5月21日(T-7日)公告的《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的约

定，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3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1年6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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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
式。 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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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9, 5999

末“ 5” 位
数 38310, 58310, 78310, 98310, 18310, 85409, 35409

末“ 6” 位
数 816746, 566746, 316746, 066746

末“ 7” 位
数 0594989, 1844989, 3094989, 4344989, 5594989, 6844989, 8094989, 9344989, 5803794

末“ 8” 位
数 51810134, 27510685, 60401811, 17580695

凡参与网上申购博力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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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博力威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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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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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最终收到的申购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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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
的39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70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数量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5,864,18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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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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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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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产品、养
老金 、社保基 金 、企 业年
金基金以及保险资金 ）

2,910,420 49.63% 9,696,992 76.05% 0.03331819%

B 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 18,760 0.32% 47,168 0.37% 0.02514286%

C 类投资者 2,935,000 50.05% 3,005,840 23.58% 0.01024136%

合计 5,864,180 100.00% 12,75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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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零股1,250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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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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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6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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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博力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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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769-22110359、0769-2211372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3日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皓元医药”、“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１，８６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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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１４９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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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８６０．００万股，约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２％，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为７，４３４．２００７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２７９．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０６．７０万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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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４．３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相关跟投子公司无需缴
纳配售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本次发行价格６４．９９元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１２０，８８１．４０万元 ，根据 《业务指
引》规定，发行规模１０亿元以上、不足２０亿元的，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
例为４％，但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因此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跟投数量为
７４．４０万股，占发行总量的４．００％。

根据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的约定 ，君享科创板皓元医药员工资管计划拟认
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总规模的１０％， 即不超过１８６．００万股 ， 同时拟认购规模不超过
１２，０９０．００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因此根据本次发行价格６４．９９元 ／ 股，本次君享科创
板皓元医药员工资管计划的最终认购数量为１８５．１０３１万股，约占发行总量的９．９５％。

综上，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５９．５０３１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３．９５％，其
中，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９．４９６９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网上回
拨机制启动前，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１，６００．４９６９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上海皓元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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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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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８７．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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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０５００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
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６６．１４６９万股 ， 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３７％，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３４．３５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９．６３％。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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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和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皓元医药战略配售１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１、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１）缴款认购股数（股）：７４４，０００；
（２）缴款认购金额（元）：４８，３５２，５６０．００；
（３）限售期：２４个月。
２、皓元医药战略配售１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缴款认购股数（股）：１，８５１，０３１；
（２）缴款认购金额（元）：１２０，２９８，５０４．６９；
（３）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６０１，４９２．５２；

（４）限售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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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８，２４８；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１１，９２２，７３７．５２；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５，２５２；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３４１，３２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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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６１，４６９；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６２７，８９８，８７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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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３，１３９，５０２．８９。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 《上海皓元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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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皓元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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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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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皓元医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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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位数 ４
末“４”位数 ２７９７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皓元医药Ａ股股票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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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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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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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
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４，１１３个账户，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４１２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６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７５９，９１８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７．８７％，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７５％。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
见“附表：皓元医药网下摇号中签配售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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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５２股，包销金额为３４１，３２７．４８元，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０．０３２８％，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的０．０２８２％。

２０２１年６月３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战
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
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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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１６８号Ｂ座２１０１、２１０４Ａ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发行人：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６月３日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宏昌科技”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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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632号文予以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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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宏昌科技”，股票代码为“3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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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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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6667万股， 发行价格为37.60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1,666.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90%，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500股的余股0.0167万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6月1日（T+2日）结束。 具体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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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37,018
2.�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25,551,876.80

3.�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9,482
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08,5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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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29,482股，未达
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余股为167股，两者合计为29,649股。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最终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9,649股，包销金额为1,114,80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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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2021年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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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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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2294006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3日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1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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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1]1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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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
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17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本
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8,680万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
为325.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为21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跟投的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08.50万股（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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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

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1,291.1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53.3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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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1年6月9
日（T+2日）刊登的《广州华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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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年6月4日（T-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中证网（http://� www.cs.com.cn）;

二、 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6月4日（T-1日，周五）14:00-17:00；
三、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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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
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网址
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3日

西安凯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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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凯立新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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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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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2021]1396 号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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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立新材”，扩位简称为“西安凯立新材”，股票代
码为“68826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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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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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
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
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8.94 元 / 股，发行数量
为 2,336.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16.8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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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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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3.50 万股，约占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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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70 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根据 《西安凯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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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凯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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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9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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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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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55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87.65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4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6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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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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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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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5 月 25 日（T-3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1 年 6 月 3 日（T+4 日）之前将全部战略投资者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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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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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000 22, 121, 920.00 - 22, 121, 920.00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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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9,153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67,981,757.82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7,347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39,152.18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3,315,500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52,195,570.00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 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1,260,944.72 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1 年 6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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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摇号抽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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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位数 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凯立新材股票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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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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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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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4,865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487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938,089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05%，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23%。

本次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
号中签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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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7 股，包销金额为 139,152.18 元，包
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331%，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0315%。

2021 年 6 月 3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
资者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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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3 日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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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汇股份”、“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61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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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1〕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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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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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7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92.55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81.6878 万股，占发行总数
量的 14.58%。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08,622 股将回拨
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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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8,622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27%；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6,644,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73%。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22,353,122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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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 元 / 股，科汇股份于 2021 年 6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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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汇股
份”股票 664.45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
并于 2021 年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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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日（T+2 日）披露的《山东科汇
电力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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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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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向网下投资者收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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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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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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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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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网
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于 2021 年 6 月 7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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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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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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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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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资金及相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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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535,359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33,433,952,5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987351%。
配 号 总 数 为 66,867,905 个 ， 号 码 范 围 为 100,000,000,000� - �

100,066,867,90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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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发行网上投资者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0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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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2,235,500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13,473,122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27%；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880,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73%。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65598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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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1 年 6 月 4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