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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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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杭州热电” ）首次公开发行4,

01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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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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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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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平安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A股发行数量为4, 01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
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 807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1, 203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30.00%。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6.17元/股。根据《杭州热电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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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投资者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9, 885.16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发行规模的60%（2, 406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40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 609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034852%。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热电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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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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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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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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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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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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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类型、申购数量、获配数量等。本公告一经刊出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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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了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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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热电网上申
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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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 6714, 8134

末“6”位数 570625, 070625, 340197

末“7”位数 9613665, 7113665, 4613665, 2113665

末“8”位数 65560618, 78060618, 90560618, 53060618,
40560618, 28060618, 15560618, 03060618

凡参与网上申购杭州热电首次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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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09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 000股杭
州热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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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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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3, 20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4, 25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有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3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3, 20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4, 25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
量为14, 198, 050万股。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未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参与申购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

格
（元/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
量

（万股）

1 魏丽华 魏丽华 6.17 1, 000

2 李如刚 李如刚 6.17 1, 000

3 谭炳容 谭炳容 6.17 1, 000

合计 3, 0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杭州热电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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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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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 870, 000 27.26% 2, 031, 885 50.67% 0.00525035%

B类投资者 2, 427, 000 17.09% 832, 461 20.76% 0.00343000%

C类投资者 7, 901, 050 55.65% 1, 145, 654 28.57% 0.00145000%

合计 14, 198, 050 100.00% 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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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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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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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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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团队
联系电话：0755-22626653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

发行人：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2日

南京雷尔伟新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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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雷尔伟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
意，并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７１８号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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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３．７５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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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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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相关子公
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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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５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５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３，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雷尔伟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雷尔伟”Ａ股８５５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南京雷尔伟新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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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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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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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雷尔伟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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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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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足１股向上取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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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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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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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７３６，００３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９６，２１２，１３６，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９２，４２４，２７３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９２４２４２７３。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南京雷尔伟新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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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５２．８８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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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１，５４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１，４５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４８．５０％。 回拨后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５１２２８３２２％，申购倍数为６，６１２．５１７９７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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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南京雷尔伟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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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元亨”、“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２，２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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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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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０万股，
约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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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０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３３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１，３０９．０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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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１．０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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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８５元，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８５，４７０．００万元，根据
《业务指引》规定，发行规模不足１０亿元的，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跟投比例为５％，但不超过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因此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最终跟投数量为１，０２９，６０１股，占发行总量的４．６８％。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的约定，民生证券利元亨战略配售１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拟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总规模的１０％，即不超过２２０．００
万股，同时拟认购规模不超过１１，０００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因此根据
本次发行价格３８．８５元 ／股，本次民生证券利元亨战略配售１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的最终认购数量为２，２００，０００股，占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

综上，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２２９，６０１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４．６８％，其中，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７０，３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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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７０，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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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８５元 ／股，发行人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Ｔ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利元亨”股票５６１．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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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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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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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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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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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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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４７，１６７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３０，３３３，１８５，５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１８４９４６０％。
配号总数为６０，６６６，３７１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０，６６６，３７０。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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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０６．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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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８７．７５００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２８．２８９９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６０．１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４８．７５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３９．８９％。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４６８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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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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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Ｔ＋２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新股发行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漱玉平民”、“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4,05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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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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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808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牵头主承销商）”或“东兴证券”），联席主承销商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
证券”）（东兴证券、中泰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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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
配售，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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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 405.40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一致。

本次发行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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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2,959.45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81.11%；网上发行数量为 689.15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18.89%。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3,648.60 万股，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2021年 6月 21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漱
玉平民”A股 689.15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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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3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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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于 2021 年 6
月 23日（T+2日）16:00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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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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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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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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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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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股
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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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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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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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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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27,735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78,426,885,000
股。配号总量为 156,853,770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为 00015685377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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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0.2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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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0%（7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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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9.7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61.11%，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1,418.9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38.89%。回拨后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80920102� %，有效申购倍数为 5,527.3017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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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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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2 日

税友软件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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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税友股份”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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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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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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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万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回拨机
制启动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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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税友软件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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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48.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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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9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 653.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077369%。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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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资金应当于2021年6月22日（T+2日）16: 00前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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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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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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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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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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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友股份首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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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1，3571，3927

末“6”位数 790948，990948，590948，390948，190948，186474，686474

末“7”位数 1855762，3855762，5855762，7855762，9855762，7822844，2822844

末“8”位数 94637003，69637003，44637003，19637003

末“9”位数 02944808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税友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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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53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 000股税友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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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网下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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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14, 607个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其余3, 263个有效报价投资
者管理的14, 60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格
（元/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谭炳容 谭炳容 13.33 500

2 李如刚 李如刚 13.33 500

合计 1, 0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税友软件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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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情
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 养老金
和 社 保 基 金（A
类）

1, 898, 850 26.12% 2, 420, 191 59.63% 0.01274556%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
金（B类） 1, 300, 100 17.89% 434, 231 10.70% 0.00333998%

其他类型投资者
（C类） 4, 069, 540 55.99% 1, 204, 578 29.68% 0.00295999%

合计 7, 268, 490 100.00% 4, 059, 000 100.00% -

注：表格中若出现总数与表格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采用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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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零股1,

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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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同泰远见灵活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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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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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139、021-6882612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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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特别提示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威高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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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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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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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为
41, 414, 200 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8, 070, 710 股，占本次发行总
数量的 19.49%。 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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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56, 543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8.49%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 414, 167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3, 754, 657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7%；网上发行数量为 10, 003, 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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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757, 657 股。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36.22 元 /股，威高骨科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T 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威高骨科” A 股 10, 003, 000
股。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山东威高骨科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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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T+2 日）16: 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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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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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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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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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
在 2021 年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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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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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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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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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

854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52, 009, 377, 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923307% 。 配号总数为 104, 018, 755， 号码范围为 100, 000, 000,
000-100, �104, 018, 75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山东威高骨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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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 1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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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 37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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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378, 657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37%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3, 379, 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63%。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57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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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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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3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6 月 22 日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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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