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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66（A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股） 编号：临 2021-040
证券代码： 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间接控股子公司株洲中车时代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下属间接控股子公司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时

代电气”）拟于境内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A 股
并上市”），本次发行 A股并上市的申请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核，中国证监会
已同意中车时代电气在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中车时代电气于 2021年 8月 18日披露《株洲中车时代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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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披露《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并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进行网上路演，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开始
申购，于 2021年 8月 27日披露《株洲中车时代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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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网上申购摇号及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披露《株洲中车时代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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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获配投资者缴款、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进
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于 2021
年 9月 1日披露《株洲中车时代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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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于 2021 年 9 月
6日披露《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中车时代电气股票
将于 2021年 9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中车时代电气在科创板上市的详细内容可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查阅。

一、中车时代电气本次发行 A股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根据《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株洲中

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基本情况如下：
股票简称：时代电气
股票代码：688187
发行价：人民币 31.38元/股
发行数量：24,076.0275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17%
发行后总股本：141,623.6912万股
上市日期：2021年 9月 7日
具体内容请详见中车时代电气于 2021 年 9 月 1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株洲中车时代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于 2021 年 9 月 6 日登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中车时代电气本次发行 A股并上市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投资租赁有限公

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间接合计持有中车时代电气 608,966,468 股内资股股份，通过下属全
资子公司中国中车香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中车时代电气 16,200,000 股 H 股股份， 间接合计
持有中车时代电气 625,166,468 股股份，占中车时代电气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3.18%，对中车时代电气
具有控制权，合并其财务报表。 本次发行后，公司仍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间接合计持有中车时代电气
625,166,468股股份，占中车时代电气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44.14%，对中车时代电气具有控制权，合并其
财务报表。 中车时代电气上市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投资租赁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有限公司承诺：“自中车时代电气本次发行 A股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中车时代电气本次发行 A 股并上市前已持有的内资股股份（本次发行 A
股并上市后转换为 A股， 不包括本公司在中车时代电气本次发行 A股并上市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
的 A股股票，以下简称“上述股份”），也不提议由中车时代电气回购上述股份。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688630 证券简称：芯碁微装 公告编号：2021-026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9月 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高新区长宁大道 789号芯碁微装 3号楼行政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4,620,3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4,620,3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93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93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程卓女士主持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魏永珍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关于选任赵凌云先生为第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4,620,381 100.000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选任赵凌云先生为
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6,432,8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晓新，李珍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3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03323 证券简称：苏农银行 公告编号：2021-040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徐晓军先生（以下简称“增持主

体”） 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不少于 100 万元人民币公司 A 股股
份。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2021年 9月 7日起 6个月。
本次增持主体后续增持所需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不存在因所需资金不到位而导致后续增持

无法实施的风险。
近日， 公司收到董事长徐晓军先生拟以自有资金自愿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A

股股份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情况：公司现任董事长徐晓军先生。
2、增持主体持有股份情况：截至公告披露前，徐晓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62,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257%。
3、增持主体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已披露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公司曾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苏农银行关于董事长

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董事长徐晓军先生计划自 2021 年 1 月 25 日
起 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不少于 2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 A股股份，拟增持公司股份价格不设区间。

公司曾于 2021年 2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苏农银行关于董事长自
愿增持公司股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截至 2021 年 2 月 8 日，董事长徐晓军先生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62,800 股， 累计增持金额 218.70 万
元，占前次增持股份计划金额下限的 109.35%，前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决定

增持公司股份。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条件的 A股流通股份。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公司现任董事长徐晓军先生计划增持不少于 100万元人民币。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6、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21年 9月 7日起 6个月。 实施期间，需同时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和交易所限制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 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增
持计划应当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7、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主体后续增持所需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不存在因所需资金不到位而导致后续增持

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
2、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688513 证券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1-033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生物药 EP-9001A 注射液获得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优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优洛生物”）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
验批准通知书》，优洛生物的 EP-9001A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EP-9001A注射液
受理号：CXSL2101166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1类
申请人：成都优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 2021 年 7 月 1 日受理的 EP-

9001A 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用于骨转移癌痛的临床试验。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EP-9001A注射液为公司首个自主研发的 1类生物药，是一种全新作用机制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药物，靶点为人神经生长因子（NGF）。 其作用机制为通过选择性靶向结合并抑制 NGF，阻止来自肌肉、
皮肤和器官的疼痛信号进入脊髓和大脑，具有与阿片类药物、非甾体类抗炎药等其他镇痛药不同的作
用机制。 临床前研究显示，EP-9001A注射液对多种疼痛模型均有显著镇痛效果，起效剂量低，镇痛效
果强效持久。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化学止痛药终端销售额约 173 亿元，其中绝大部
分市场份额被阿片类镇痛药所占据，但由于阿片类镇痛药物的成瘾性、依赖性等问题，市场对中重度
疼痛的非阿片类镇痛药有着迫切的需求。 优洛生物的 EP-9001A注射液特有的非中枢性镇痛机制，能
够在强效镇痛的同时避免成瘾性的产生，并且兼具靶向性强、特异性高的特点，市场前景广阔。 目前国
内外尚无同类产品获批上市。

公司在麻醉镇痛领域已有多款高端化学药品上市，推进 EP-9001A注射液的研发有利于丰富公司
在麻醉镇痛领域的产品管线，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一系列临床

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批准后方可生产上市，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考虑到创新药临床周期长、环节多且不确定性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谨慎决

策。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1-160
转债代码：113620 转债简称：傲农转债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11424号）。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对问题逐项落实，对反馈意见中所列问题逐一进行

了分析和回复，并于 2021年 7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福建傲农生物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回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要求，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
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
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6 日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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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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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34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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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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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2, 591.6467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1, 727.7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就
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9月7日（T-1日，周二）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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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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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周二）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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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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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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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1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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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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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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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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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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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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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T+1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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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4
末“5”位数 19203，39203，59203，79203，99203，74739，24739
末“6”位数 436268，686268，936268，186268
末“7”位数 4574622，6574622，8574622，0574622，2574622，7117637，9617637，2117637，4617637
末“8”位数 29008060，79008060，4190320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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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4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
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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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卫医学”、“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4,806.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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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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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806.2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20.9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本次发
行价格为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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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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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80.62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

综上，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
计划参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80.62万股，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
额240.31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3,508.53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1.1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17.05
万股，占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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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为4,325.58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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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0.15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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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份的865.15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前述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为扣除设定限售期的股票数量计算， 但网下发行中设定的限售股票
无需扣除）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43.38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1.1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82.2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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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4922910%，有效申购倍数为5,716.80404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9月6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9月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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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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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为国金证
券兰卫医学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获配股票的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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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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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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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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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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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

2021年8月31日（T-2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17元/股，预计募集资金规模为20,041.8540万元。

截至2021年8月27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
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国金证券兰卫医学员工参与创业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80.62 2,004.1854 12个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9月8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
战略投资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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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
公告》中披露的42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7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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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5,290万股。

2、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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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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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募
产品、社保基金、养
老金、 企业年金基
金以及保险资金）

5,406,180 43.51% 19,831,289 75.02% 0.03668263%

B类投资者 （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

56,000 0.45% 52,850 0.20% 0.00943750%

C类投资者 6,963,110 56.04% 6,549,661 24.78% 0.00940623%
合计 12,425,290 100% 26,433,8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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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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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13层
邮 编：201204
联系电话：021-68826123、021-68826099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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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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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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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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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赫股份
（二）证券代码：301056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6,678.6667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6,669.6667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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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尚处于成长期、经营风险高、业
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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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工业园区森赫大道1号
联系人：李仁
电话：0572-2923372
传真：0572-2923397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保荐代表人：冯颂、王刑天
电话：0512-62938523
传真：0512-62938500

发行人：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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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艾录”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4, 8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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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0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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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 850.00万股。 本次发
行价格为3.31元/股，不高于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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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的保险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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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9.9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
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42.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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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 544.5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1.11%；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25.5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8.89%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合计为
4, 37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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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上海艾录” 股票825.5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9月7日（T+2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艾录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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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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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
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
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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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录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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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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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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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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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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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 672, 591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92, 258, 114, 500股，配号总数为184, 516, 229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00018451622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上海艾录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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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028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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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后本
次发行股份的20%（即874.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2, 670.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61.11%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1, 699.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38.89% 。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184211439% ，申购倍数为5, 428.54454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1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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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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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