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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远锂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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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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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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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６０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中信证券和五矿证券
以下合称“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合保荐机构”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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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８２，３０１，５６８股。 其中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３５，６９０，４７０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１３％。战略配售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联合保荐机构相关跟投子公司无需缴
纳配售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１１６，３９８，４０８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２４．１３％，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
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９，２９２，０６２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９６，５８１，１６０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５％；网上发行数量为６９，３２２，０００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１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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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５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Ｔ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长
远锂科”股票６９，３２２，０００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３日（Ｔ＋２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南长远锂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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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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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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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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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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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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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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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５，８５６，３６１户 ，有效

申购股数为１９４，９１２，５５０，５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５５６５６９％。
配号总数为３８９，８２５，１０１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８９，８２５，１００。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湖南长远锂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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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１．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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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３６，５９０，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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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９９０，６６０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０５％；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５，９１２，５００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９５％。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５４３３８４７％。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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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３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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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96,444.444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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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份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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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
行数量 96,444.4445 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67,511.1445 万股，为本
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8,933.3000 万股，为本次初
始发行数量的 30.0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8 月 3 日（星期二）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招股意向书

摘要》已刊登于 2021 年 7 月 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证券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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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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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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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百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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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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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1]1871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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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668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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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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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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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33.4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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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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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7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6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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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494.85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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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6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374.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1,293.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48051258%，有效
申购倍数为6,754.41746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8月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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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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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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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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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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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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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其所管理
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按照比例进行限售处理，限售比例为10%，若不足1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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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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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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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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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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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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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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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

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
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4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0]121号）、
《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2020]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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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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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
了42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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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申购数量为7,739,7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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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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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
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936,270 50.86% 962.0611 70.01% 0.02444093%
B类投资者 27,280 0.35% 4.8081 0.35% 0.01762500%
C类投资者 3,776,230 48.79% 407.2308 29.64% 0.01078405%

合计 7,739,780 100.00% 1,374.1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四舍

五入所致。
其中，余股3,587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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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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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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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600号陆家嘴商务大厦1幢32楼
联系电话：021-32229888
联系人：何俣、曾辉、胡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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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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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百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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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已于2021年1月7日经深圳证
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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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许
可[2021]1871号）。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8月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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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8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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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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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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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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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7月3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金百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966
末“5”位数 84038 09038 34038 59038

末“6”位数 751627 876627 001627 126627 251627 376627
501627 626627

末“8”位数 78534269 03534269 28534269 53534269
末“9”位数 02351563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金百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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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7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金百泽A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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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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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久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祺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４，８５６．００万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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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１１６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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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８５６．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１．９０元 ／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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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８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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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３，４７２．０５万股，占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３８３．９５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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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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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９９．１２６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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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９７１．２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２，５００．８５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３５５．１５万股，占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７７２８２７５０％，有效
申购倍数为５，６４０．７０６７３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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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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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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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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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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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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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
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久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
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３０７９
末“５”位数： ６４５５９ ８４５５９ ０４５５９ ２４５５９ ４４５５９ ４７９６１ ９７９６１
末“６”位数： ２０５２８９ ４０５２８９ ６０５２８９ ８０５２８９ ００５２８９ ７３６４０６ ２３６４０６
末“７”位数： ９２４６０６９ ４２４６０６９
末“８”位数： ３５０３９３０４ ４７５３９３０４ ６００３９３０４ ７２５３９３０４ ８５０３９３０４ ９７５３９３０４ １００３９３０４ ２２５３９３０４
末“９”位数： ０７９０２４６９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久祺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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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１０３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
久祺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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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日

久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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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久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祺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４，８５６．００万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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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１１６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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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８５６．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１．９０元 ／ 股。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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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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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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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８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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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７２．０５万股，占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３８３．９５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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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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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９９．１２６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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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１．２０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５００．８５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３５５．１５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７７２８２７５０％，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６４０．７０６７３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久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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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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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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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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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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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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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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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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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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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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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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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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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０］３６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４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４８３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０］１２１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
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２０２０］１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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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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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９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新股发行公
告》 中披露的４３３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８，７８５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新股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１３，５４６，２００．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久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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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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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售
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量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各类投资者初
步配售比例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公募基金、社保、养老金、企
业年金和保险资金（Ａ类） ６，７１５，９２０．００ ４９．５８％ １７，６０８，９９３ ０．０２６２１９７８％ ７０．４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Ｂ类） ４６，３９０．００ ０．３４％ ７７，５０２ ０．０１６７０６６２％ ０．３１％
其他投资者（Ｃ类） ６，７８３，８９０．００ ５０．０８％ ７，３２２，００５ ０．０１０７９３２２％ ２９．２８％

总计 １３，５４６，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８，５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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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９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睿远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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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７、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５
邮箱：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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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日

济南圣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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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泉集团”、“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8,10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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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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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国
泰君安证券（长城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8,106万股。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674.2万股，为本次发行
总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431.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24.01元/股。

根据2021年7月28日（T-1日）《济南圣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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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数超过15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
810.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发行数量为7,295.4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9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4039114%。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
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济南圣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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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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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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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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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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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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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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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
网下申购并获得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1年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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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圣泉集团首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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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 3782, 6282, 8782
末“6”位数 897178, 397178, 885451

末“7”位数 1274198, 2524198, 3774198, 5024198, 6274198, 7524198, 8774198, 0024198,
5439200

末“8”位数 0763443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圣泉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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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5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
股圣泉集团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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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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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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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
公告》披露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12家投资者管理的1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未参与网下申购。其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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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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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参与申
购数量
（万股）

1 顾沈晨 A339401540 顾沈晨 24.01 500 500
2 方奕忠 A400429877 方奕忠 24.01 500 500

3
深圳市伟尔
德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

B888530516
深圳市伟尔
德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

24.01 500 500

4 洛阳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 B881406261 洛阳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 24.01 500 500

5 彭涛 A324276139 彭涛 24.01 500 500

6
浙江金帆达
生化股份有
限公司

B882371029
浙江金帆达
生化股份有
限公司

24.01 500 500

7 郭茂 A381560060 郭茂 24.01 500 500
8 谢俊辉 A470892675 谢俊辉 24.01 500 500
9 沈沧琼 A368827428 沈沧琼 24.01 500 500

10 李晋 A108076828 李晋自有资
金投资账户 24.01 500 500

11 席晨超 A110450234 席晨超 24.01 500 500

12
深圳市深沙
保（集团）有
限公司

B880800721
深圳市深沙
保（集团）有
限公司

24.01 500 500

合计 6,000 6,0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和《济南圣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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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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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
效申购总
量的比例

初步获配股
数（股）

占网下发
行数量的
比例

初步获配比例

公募养老社保类（A
类） 1,194,930 22.42% 4,183,053 51.604% 0.03500000%

年金及保险类（B类） 703,820 13.21% 1,178,195 14.535% 0.01675134%
其他（C类） 3,430,940 64.37% 2,744,752 33.861% 0.00800000%
合计 5,329,690 100.00% 8,106,000 100.00% 一一

注：上表中的初步获配比例为零股处理前的配售比例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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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零股798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配售给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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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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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393400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