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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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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８５６．００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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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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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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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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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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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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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久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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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
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４，８５６．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０％，本次公开发行后
总股本为１９，４２４．００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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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为２４２．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数量为３，２２９．２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如有）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３８３．９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如有）发行数量的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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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将在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Ｔ＋１日）刊登的《久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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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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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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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８日（Ｔ－１日，周三）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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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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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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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旦微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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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已于2021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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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
〔2021〕18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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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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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
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及长城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2,000.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
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60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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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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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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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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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6.23元/股。 联席主承销商于2021年7月23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复旦微电”A股1,680万股。

根据《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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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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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3.9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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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880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7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52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总量的3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209260%。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7月2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7月27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6.23元/股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
于2021年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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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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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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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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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在线提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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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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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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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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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

括：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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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基金

-复旦微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6.23元/股， 本次发行总规模

7.4760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10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

发行规模的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中信建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
600万股，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7月29日

（T+4日）之前，依据中信建投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其他战略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42,000.00万元，本

次获配股数共计30,000,000股， 获配金额与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18,783.45万元。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1年7月29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佣
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限
（月）

1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6, 000, 000 37, 380, 000.00 - 24

2 中信建投基金- 复旦微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2, 000, 000 74, 760, 000.00 373, 800.00 12

3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 600, 000 22, 428, 000.00 112, 140.00 12

4 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 600, 000 22, 428, 000.00 112, 140.00 12

5 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3, 600, 000 22, 428, 000.00 112, 140.00 12

6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 600, 000 22, 428, 000.00 112, 140.00 12

7 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3, 600, 000 22, 428, 000.00 112, 140.00 12

合计 36, 000, 000 224, 280, 000.00 934, 5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已于2021年7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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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7，6157，0287

末“5”位数 03265，53265

末“7”位数 0961872，2211872，3461872，4711872，5961872，7211872，8461872，
9711872，1572985

末“8”位数 19550494，69550494

末“9”位数 02310300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复旦微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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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复旦微电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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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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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
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7月23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469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9,55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个提交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属
于中国证券业协会2021年7月22日公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2021年第4号）》中的
限制名单，虽参与申购，但被作无效处理，其余46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9,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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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50,410万股。

参与网下申购但由于被列入限制名单而无效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账户名称 证券账户 申购数量
（万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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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883818778 3,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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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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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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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900, 380.00 52.22% 42, 525, 082 72.32% 0.02674470%

B类投资者 95, 980.00 0.32% 246, 948 0.42% 0.02572911%

C类投资者 14, 454, 050.00 47.47% 16, 027, 970 27.26% 0.01108891%

合计 30, 450, 410.00 100.00% 58, 800, 000 100.00% 0.019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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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余股1,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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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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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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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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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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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83516054、0755-88999914

发行人：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7日

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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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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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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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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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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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１、股票简称：霍普股份
２、股票代码：３０１０２４
３、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４，２３９．００万股
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１，０６０．００万股，其中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

的股票数量为１，０６０．０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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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发行人：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２、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３号德普滨江２７０号库
３、联系人：宋越
４、电话：０２１－５８７８３１３７
５、传真：０２１－５８７８２７６３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１９８号２８层
３、联系人：章睿、王骞
４、电话：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９７８
５、传真：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９７３

发行人：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7日

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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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2,66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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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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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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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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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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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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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在《深圳市金百泽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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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
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668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1%，本次公
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0,668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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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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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行数量为133.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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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3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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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3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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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将在2021年8月2日（T+2日）刊登的《深圳市金百泽电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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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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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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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招股意向书》及相关资料已于2021年7月16日（T-9日）披露于五家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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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zqrb.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7月27日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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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金迪

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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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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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号文同意注
册。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金迪克”，扩位简称为“金迪克生物”，股票
代码为“688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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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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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55.18元/股，发行数量为2,200.00万股，全部为
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08.00万股， 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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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内全部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人与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55.18元/股，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21,396.00
万元。根据《业务指引》规定，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4.00%，且不超过6,000万元，即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8.00万股，占发行总量的4.00%。中信证券金迪克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实际获配股数为88.00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4.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没
有差额。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1,324.4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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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6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30%。

根据《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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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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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5.83倍， 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189.20万股股票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35.20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56.8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7月23日（T+2
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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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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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投机构为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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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计划为中信证券金迪克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实际认购结果如下：

1、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实际认购股数（股）：880,000
（2）实际认购金额（元）：48,558,400.00
2、中信证券金迪克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实际认购股数（股）：2,200,000
（2）实际认购金额（元）：121,396,000.00
（3）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606,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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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7,30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17,011,814.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70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90,4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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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2,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26,403,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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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3,132,023.28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1年7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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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了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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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金迪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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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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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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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709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6.97%，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18%。

本次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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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0,700股，包销金额为590,42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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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6%，包销股
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0.0486%。

2021年7月27日（T+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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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上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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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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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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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地址：project_jdkecm@citics.com

发行人：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7日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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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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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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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投资者查询。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润丰股份
2、股票代码：301035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76,180,000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69,05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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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发行人：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区氯碱路03001号
3、联系人：邢秉鹏、胡东菊
4、电话：0531-83199916
5、传真：0531-83191676
（二）保荐机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恒奥中心D座
3、联系人：闫骊巍
4、电话：010-68573828
5、传真：010-68573837

发行人：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7日

珠海安联锐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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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联锐视”、“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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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号文予以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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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720.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100%。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7月26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安联锐视”股票1,72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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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357,458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51,557,999,000股，配号总数为303,115,998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000303115998。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13487906%，网上投
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8,811.51157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7月27日（T+1日）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2021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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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7月28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1年7月28日（T+2日）公告的

《珠海安联锐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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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2021年7月28日（T+2日）日终，中签
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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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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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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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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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