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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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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41,284,070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2021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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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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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及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中信证券与国泰君安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1,284,070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8,256,814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 8,256,070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744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6,423,000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605,000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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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8,000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6.35 元 / 股，发行人于 2021 年 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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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克生物”
股票 6,605,0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T+2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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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36.35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1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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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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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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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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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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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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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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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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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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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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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6,469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34,179,694,5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932434%。
配号总数为68,359,389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68,359,38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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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4.82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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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3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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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0,000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908,000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89879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6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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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
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1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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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16 日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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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５，２６０万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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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８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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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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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６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１０．０２％，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为５２，５１０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７８９．０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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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或有）的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为２６３．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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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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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网下初始数量为３，５７６．８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８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９４．２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２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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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Ｔ＋２日）刊登的《青岛百洋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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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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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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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７日（Ｔ－１日，周四）９：００－１２：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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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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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6月17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
披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
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
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华立科技
（二）股票代码：30101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6,8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21,700,000股，其中有流通限制的股票数量为3,180,956

股，限售期为6-12个月，无流通限制的股票数量为18,519,044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
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

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

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
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莲运二横路28号（1-8层）
联系人：蔡颖
电话：020-39226222
传真：020-39226333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雷浩、赵鹏
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6日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科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4,5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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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
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联科科技”，股票代码为“0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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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
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
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4.27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550.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73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8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5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4,09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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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0,871,75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83,239,986.6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8,24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16,5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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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7,56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4,893,738.2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43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4,761.72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编码 放弃认购股
数（股）

初步获配金
额

（元）
备注

1 黄承南 黄承南 P507030001 174 2,482.98 未缴款
2 刘晓东 刘晓东 P348420001 174 2,482.98 未缴款

3
深圳市华信行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华信行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I058790001 174 2,482.98 未缴款

4 李明智 李明智 P200630001 174 2,482.98 未缴款

5
深圳前海千惠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千惠中性对冲 3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I070380007 174 2,482.98 无效

6 盛文蕾 盛文蕾 P004280001 174 2,482.98 未缴款

7
深圳市德懋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深圳市德懋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I066060001 174 2,482.98 未缴款

8 王伟 王伟 P165260001 174 2,482.98 无效

9 上海赫富投资
有限公司

赫富灵活对冲十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I063760022 174 2,482.98 未缴款

10 黄春钢 黄春钢 P133310001 174 2,482.98 未缴款
11 刘金成 刘金成 P028180001 174 2,482.98 未缴款
12 韩晓梅 韩晓梅 P265840001 174 2,482.98 未缴款

13
杭州金蟾蜍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金蟾蜍睿达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I071220001 174 2,482.98 未缴款

14 颜昌成 颜昌成 P520460001 174 2,482.98 未缴款
合计 - 2,436 34,761.72

其中,依据中国证券业协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公告》（2021
年第 3 号）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2021 年第 3 号）》文件要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后缴款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对
已缴款的王伟及配售对象“千惠中性对冲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作不予最终配
售处理，其相应初步配售获配股数合计 348 股由承销团包销，相应股份计入网下
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总额。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承销团包销，承销团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 80,678 股，包销金额为 1,151,275.06 元，承销团包销比例为 0.18%。

2021 年 6 月 16 日（T+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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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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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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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59013948、010-59013949
联系人：中泰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16 日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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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微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4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0年12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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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395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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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400.00万股。 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为66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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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6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992.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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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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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07元/股。
根据《苏州纳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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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纳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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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82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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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即37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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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8.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22.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11087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6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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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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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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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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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配售
对象账户将在2021年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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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IPO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
资者承诺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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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养老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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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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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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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
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根据2021年6月10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
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
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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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限售期
（月）

中金公司纳微1号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 400, 000 35, 508, 000.00 177, 540.00 35, 685, 540.00 12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 200, 000 17, 754, 000.00 - 17, 754, 000.00 24

合计 6, 600, 000 53, 262, 000.00 177, 540.00 53, 439, 5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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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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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7, 3987, 0125

末“5”位数 36713

末“6”位数 077472

末“8”位数 38835611, 44784526, 00173711, 68110919, 2753871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纳微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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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4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纳微科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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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42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9,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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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2,44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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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70, 600 54.80% 18, 244, 037 69.69% 0.02317998%

B类投资者 42, 000 0.29% 97, 328 0.37% 0.02317333%

C类投资者 6, 449, 840 44.91% 7, 838, 635 29.94% 0.01215322%

合计 14, 362, 440 100.00% 26, 180, 000 100.00% -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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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余股1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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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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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6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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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纳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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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0262367
联系邮箱：project_nawei@citics.com

发行人：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6日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5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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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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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41.3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17.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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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6月17日（T-1日）举行网上路
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6月17日（T-1日，周四）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上证路演
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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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

登于2021年6月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6日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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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诺和”、“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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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股票简称为“阳光诺和”，扩位简称为
“阳光诺和”，股票代码为 68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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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 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6.89元 /股，发行数量为 2,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3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19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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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回拨机制启动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 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1,02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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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年 6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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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诺和员工资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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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
（2）缴款认购金额（元）：26,890,000.00；
（3）限售期：24个月。
2、阳光诺和员工资管计划
（1）缴款认购股数（股）：2,000,000；
（2）缴款认购金额（元）：53,780,000.00；
（3）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268,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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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6,02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2,744,977.8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98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7,0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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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74,27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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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1,371,389.05。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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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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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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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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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阳光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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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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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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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693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7.30%，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总量的 4.38%。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阳光诺和网下摇号中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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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 股，包销金额为 107,0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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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4%，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0.0199%。

2021年 6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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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