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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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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立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１，７６８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６０１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本立科技 ”， 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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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
为１，７６８万股，发行价格为４２．５０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７６８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Ｔ＋２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７，６５５，１６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７５０，３４４，３４２．５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４，８３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１，０５５，６５７．５０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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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３９股，包销
金额为１，０５５，６５７．５０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１４％。

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
金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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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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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２０２６号能源大厦南塔楼１０－１９层
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９３０４４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浙江汇隆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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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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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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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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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指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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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汇隆新材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０５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０９，２００，０００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２７，３００，０００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

股转让。其中，有流通限制的股票数量为１，４０９，９４６股，限售期为６个月，无流通
限制的股票数量为２５，８９０，０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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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顺华
住所：浙江省德清县禹越镇杭海路
联系人：郑成福
电话：０５７２－８８９９７２１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五星路２０１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０２１－８０１０５９２５、８０１０８５５０

发行人：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纽威数控装备（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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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纽威数控装备（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威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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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申请于 2021 年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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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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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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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8, 166.67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 225.0005 万股，占发
行总规模的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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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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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25.0005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 ，与初始
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 859.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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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82.5000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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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元/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9月7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纽威数控” A股2, 082.5000万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9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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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T+2 日）披露的《纽威数
控装备（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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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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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应当于 2021
年 9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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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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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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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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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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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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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格核查系统在线签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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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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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87, 325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98, 671, 819, 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110532%。配号
总数为197, 343, 639个，号码范围为100, 000, 000, 000-100, �197, 343, 638。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纽威数控装备（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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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 738.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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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2000万股）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 , 164 .9695万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 .00%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 776.70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40.00% 。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814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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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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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9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纽威数控装备（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8 日

中兰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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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兰环保”）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４８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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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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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４号文予以注册的决定。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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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兰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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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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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原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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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兰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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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中兰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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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１１
末“５”位数 ２０９１７，７０９１７，９７０６１
末“６”位数 ５８９２８１，７８９２８１，９８９２８１，１８９２８１，３８９２８１，４５９５３７
末“７”位数 ３５９４０３６，５５９４０３６，７５９４０３６，９５９４０３６，１５９４０３６，９６４８９２１，４６４８９２１
末“８”位数 ３２４８３９６０，８２４８３９６０
末“９”位数 １０７８７０２６２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中兰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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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０５６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中兰环保Ａ
股股票。

发行人：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8日

中兰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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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兰环保”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４８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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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５０４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４８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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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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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万股回拨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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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３．２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０６．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中
兰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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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４７．５１６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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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４９６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７７．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０２．８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４８．５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０．０１３６７１４３７４％。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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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兰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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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８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获配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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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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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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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同向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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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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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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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０〕１２１号）等规定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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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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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４３９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９，０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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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７７，０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中兰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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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６８１，１１０ ４９．２３％ ８９８５５２０ ７０．３５％ ０．０００２４４０９８２
Ｂ类投资者 ２９，８８０ ０．４０％ ３４１２８ ０．２７％ ０．０００１１４２１６９
Ｃ类投资者 ３，７６６，０１０ ５０．３７％ ３７５２３５２ ２９．３８％ ０．００００９９６３７３

合计 ７，４７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７７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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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股６５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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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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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４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二部

发行人：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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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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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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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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兰卫医学”，股
票代码为“30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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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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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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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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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9月6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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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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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80.62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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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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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
产管理合同》之约定，“如本计划申购的标的股票最终仅获得部分配售的，管理人
将结合获配情况并按照兰卫医学高管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比例对投资者持
有的部分份额进行强制退出”、“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资产净值高于100万
元时，可以选择部分退出份额，份额持有人在退出后持有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不
得低于100万元”。基于上述约定，退还给资管计划的款项可以退还给集合计划份
额持有人，且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需高于100万元，因此
存在退款后资管计划出资人比例与原始出资比例不一致的情形。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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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出
安排已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调整后的出资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最终认购金额（元） 调整后参与比例
1 曾伟雄 董事长、总经理 11,176,741.00 55.77%
2 杨静 董事、副总经理 2,980,464.00 14.87%
3 孙林洁 董事、内审部总监 2,897,673.00 14.46%
4 高文俊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986,976.00 9.91%
5 王玉林 监事、实验室主任 1,000,000.00 4.99%

合计 20,041,85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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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5,23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0,077,821.61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6,76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9,9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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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33,8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0,228,9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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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网下比例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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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26,433,800股，其中网下比例限
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2,645,893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10.01%，
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6.12%，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总量的5.51%。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6,767股，包销金额为69,918.39元，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
的0.04%，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0.03%。

2021年9月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配售、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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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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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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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张家港海锅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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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张家港海锅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海锅股份”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 10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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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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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0号文予以注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2, 106万股，本次发行价
格为1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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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
排向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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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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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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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1, 505.8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600.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2, 106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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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于2021年9月7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海
锅股份” A股600.2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9月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张家港海锅新能源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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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T+2日）当日16: 00前，按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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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中签后，应根据《张家港海锅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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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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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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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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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44, 60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76, 596, 180, 000股，配号
总数为153, 192, 360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5319236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张家港海锅新能源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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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认购倍数12, 761.7760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20%（421.20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 084.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1, 021.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
率为0.0133348687%，有效申购倍数为7, 499.1364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于2021年9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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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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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海锅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