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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博拓生物”）首

次公开发行 2,66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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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审核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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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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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666.6667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99.9999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46.1706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数量的 12.98%， 本次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53.8293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
1,640.4961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70%；网上发行数
量为 68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30%。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 2,320.4961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根据《杭州博拓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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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5,4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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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0500 万股股票（向上
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408.4461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7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12.0500 万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9.3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440217%。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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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 日（T+2 日）16:00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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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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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舍五入精确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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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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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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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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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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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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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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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以下简称“《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
况后综合确定，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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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成，跟投机构为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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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博拓
生物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君享资管计划”）。 除此之外
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

情况详见 2021 年 8 月 27 日（T-1 日）公告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杭州博拓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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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 年 8 月 26 日（T-2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

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4.55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9.21 亿
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5.00%，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国泰君安证裕投
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6,000 万元， 本次获配股数
115.7742 万股，获配资金为 39,999,986.10 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
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在 2021 年 9 月 3 日（T+4
日）之前，依据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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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计划即君享资管计划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的 10%，即 266.6666 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不超过 8,000 万元。君享资管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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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230.3964 万股，获配资金
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为 79,999,965.98 元（其中获配股数对应的金
额 79,601,956.20 元，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398,009.78 元）。 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9 月 3 日（T+4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
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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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
司 1, 157, 742 39, 999, 986.10 — 39, 999, 986.10 24个月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博拓
生物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 303, 964 79, 601, 956.20 398, 009.78 79, 999, 965.98 12个月

合计 3, 461, 706 119, 601, 942.30 398, 009.78 119, 999, 95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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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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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了博拓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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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4，4774

末“5”位数 46404，71404，96404，21404

末“6”位数 241702，491702，741702，991702

末“8”位数 28909949，3006601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博拓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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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1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博拓生物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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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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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0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37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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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8,96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杭州博拓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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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
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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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 505, 700 53.86% 9, 851, 866 69.95% 0.02810056%

B类投资者 25, 620 0.39% 71, 541 0.51% 0.02791909%

C类投资者 2, 977, 640 45.75% 4, 161, 054 29.54% 0.01397467%

合计 6, 508, 960 100.00% 14, 084, 461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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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余股 100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华泰
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柏瑞中证沪港深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 2021-08-30�09:30:0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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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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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下
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9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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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
号中签结果。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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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发行人：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 日

杭州博拓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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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7,777.78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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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0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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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百股份”，股票代码为“60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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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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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股，发行数量为7,777.78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444.48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2,333.3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777.68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000.1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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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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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76,88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98,768,88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24,11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41,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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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9,85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7,698,56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94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9,440.0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应缴款金

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
（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北京畅新易达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畅新易达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 304 3, 040.00 - 0 0 304

2 边成康 边成康 304 3, 040.00 - 0 0 304

3 长城财富保险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592 5, 920.00 - 0 0 592

4 长城财富保险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个

险万能
592 5, 920.00 - 0 0 592

5 长城财富保险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592 5, 920.00 - 0 0 592

6 陈志新 陈志新 304 3, 040.00 - 0 0 304

7 成都市通用工程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通用工程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304 3, 040.00 - 0 0 304

8 高文明 高文明 304 3, 040.00 - 0 0 304

9 黄锡伟 黄锡伟 304 3, 040.00 - 0 0 304

10 李喜梅 李喜梅 304 3, 040.00 - 0 0 304

11 李振国 李振国 304 3, 040.00 - 0 0 304

12 刘磊 刘磊 304 3, 040.00 - 0 0 304

13 刘智科 刘智科 304 3, 040.00 - 0 0 304

14 牛桂兰 牛桂兰 304 3, 040.00 - 0 0 304

15 太原市宏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太原市宏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304 3, 040.00 - 0 0 304

16 王卓锋 王卓锋 304 3, 040.00 - 0 0 304

17 徐江华 徐江华 304 3, 040.00 - 0 0 304

18 杨光 杨光 304 3, 040.00 - 0 0 304

19 杨诗军 杨诗军 304 3, 040.00 - 0 0 304

20 姚奎章 姚奎章 304 3, 040.00 - 0 0 304

合计 6, 944 69, 440.00 0.00 0 0 6, 94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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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56股，包销金额为1,310,560.00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

例为0.17%。

2021年9月1日（T+4日），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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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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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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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0833640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project_cbgfipo@citics.com

发行人：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日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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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力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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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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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４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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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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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９万股。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５８．３５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１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及相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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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８．３５万股，占发行总
量的１５．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无需向网下回
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４２１．５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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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９．１５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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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２，０３０．６５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２．０４元 ／股，国力股份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Ｔ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国力股份”股票６０９．１５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
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昆山国力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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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１年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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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向本次发行网下配售获配股票的投资者收取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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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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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日（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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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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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需求而设立

的公募产品）、 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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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暂行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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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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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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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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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８８，０１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３３，６５６，９４２，５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１８０９８７９％。
配号总数为６７，３１３，８８５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７，３１３，８８４。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昆山国力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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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５２５．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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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
的１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２０３．１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１，２１８．４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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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２．２５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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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４１３３２１％。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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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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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谊众”、“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64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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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
【2021】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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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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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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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5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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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0 万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 1,058,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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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4.00%，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0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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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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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0 元 / 股。
根据《上海谊众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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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谊众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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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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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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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7.45 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61.75 万股，占扣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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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9743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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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 日（T+2 日）披露的《上海谊众

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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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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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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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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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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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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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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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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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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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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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获配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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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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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签仪式在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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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6，2696

末“5”位数： 74001，94001，54001，34001，14001

末“6”位数： 904131，779131，654131，529131，404131，279131，154131，029131，420890

末“7”位数： 0751365，2751365，4751365，6751365，8751365，6359827，1359827

末“8”位数： 22083619，51453374

凡在网上申购上海谊众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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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5 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上海谊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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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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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0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34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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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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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万股）

初步配售股数占网下
最终发行总量的比例

（%）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 类投资者（公募产品、
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
年金基金以及保险资
金）

3,778,230 55.95 1,244.7545 70.03 0.03294544

B 类投资者（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 7,020 0.10 2.1325 0.12 0.03037749

C类投资者 2,967,790 43.95 530.5630 29.85 0.01787738

合计 6,753,040 100.00 1,777.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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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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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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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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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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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9 月 3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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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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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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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

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 058, 000 40, 309, 800 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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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8826825、021-6882613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 日

上海谊众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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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