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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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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１
年９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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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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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家居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０６１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８，０００．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２，０００．０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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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星港路６１号
联系人：张聪颖、王丽
电话：０５１９－８５５８２８８９
传真：０５１９－８５５８２８５６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吕岩、刘洋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２２０３室
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３９
传真：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发行人：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0日

开勒环境科技（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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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勒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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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２６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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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６１８．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方投行 ”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于
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Ｔ日）利用深交所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开勒股份”Ａ股１，６１８．０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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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１９，１３９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５４，１０９，４９５，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３０８，２１８，９９０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３０８２１８９９０。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０４９９０２８６％，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５２４．６９０６７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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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３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Ｔ＋２日）公告的《开勒环境
科技（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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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摇号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年９
月１３日（Ｔ＋２日）日终，中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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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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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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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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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

深圳市显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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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显盈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１，３５１．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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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６８５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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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盈科技”，股
票代码为“３０１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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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不安排老股转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４７．５８元 ／ 股，发
行数量为１，３５１．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３５１．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０％。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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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股）：１３，４９０，６４０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金额（元）：６４１，８８４，６５１．２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９，３６０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９２１，１４８．８０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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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９，３６０股 ，包销金额为
９２１，１４８．８０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１４％。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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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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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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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９４７６８６
联系人：投资银行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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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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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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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9.3467万股。 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91.646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727.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13.87元/股。 根据《上海港湾基础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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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申购倍数为8,991.85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31.846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87.5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9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50237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中止
发行等方面，并于2021年9月1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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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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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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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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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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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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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

年9月9日（T+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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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棠厅主持了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
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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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0，9730
末“5”位数 04417，24417，44417，64417，84417
末“7”位数 1277172，6277172
末“8”位数 35916911，85916911，86280947，14300781

凡参与本次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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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7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1,000股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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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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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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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公布的3,08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4,38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有1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其余3,07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4,36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
与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5,728,28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
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北京禾晟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禾晟源青见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00.00
2 上海宽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宽渡星宇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00.00
3 谢国英 谢国英 400.00
4 南京璟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璟恒五期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400.00
5 金国新 金国新 400.00
6 黄信铖 黄信铖 400.00
7 李晓珍 李晓珍 400.00
8 林蔚山 林蔚山 400.00
9 于宝忠 于宝忠 400.00
10 上海顽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顽岩金科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00.00
11 上海顽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顽岩-川杨河FOF私募基金一期 400.00
12 安徽明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明泽研究精选十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00.00

13 高维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高维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高维优
选配置1号私募投资基金 400.00

14 上海陆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陆宝嘉成科创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400.00
15 许兴德 许兴德 400.00
16 李雪 李雪 400.00
17 金文泷 金文泷 400.00

合计 6, 800.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上海港湾基础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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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
售的结果如下：

各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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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网下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万股）

各类投资者初步
配售比例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A类投资者 1, 574, 050 27.48% 217.6214 0.0001382558 50.39%
B类投资者 909, 600 15.88% 92.5518 0.0001017500 21.43%
C类投资者 3, 244, 630 56.64% 121.6735 0.0000374999 28.18%

总计 5, 728, 280 100.00% 431.8467 - 100.00%

注：“初步配售股数（股）”已考虑调整零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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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零股47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远见灵活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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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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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10-57058348
联系人：资本市场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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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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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新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6,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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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6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西南证券和国都证券
统称为“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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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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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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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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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为6,000.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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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数量为30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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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0.0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40.00万股，占扣除初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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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2021年9月16日（T+2日）刊登的《山东凯盛新材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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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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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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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T-1日，周一）下午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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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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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0日

杭州大地海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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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大地海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2,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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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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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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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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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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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100万股，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25%，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本次公开发行
后总股本为8,400万股。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1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其中，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3,350万
元，且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10%，即不超210万股。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认购
10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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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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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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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49.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35.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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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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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T-1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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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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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杭州大地海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0日

金三江（肇庆）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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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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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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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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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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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金三江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０５９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２，１６６．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３，０４３．０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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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肇庆高新区迎宾大道２３号
法定代表人：赵国法
联系人：任志霞
电话：０７５８－３６８１２６７
传真：０７５８－３６２３８５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王昌、郑晓明
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８８８
传真：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８６１

发行人：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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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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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9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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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卫医学。
（二）股票代码：30106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0,517,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8,06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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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1、发行人：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268弄1号楼6、7、8、9层
3、联系人：高文俊
4、电话：021-31778162
5、传真：021-31827446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1、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保荐代表人：唐蕾、朱国民
3、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23层
4、电话：021-68826002
5、传真：021-68826800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0日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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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事利”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3,363.43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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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5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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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363.432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24元/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504.5148万
股，占发行数量的15.00%。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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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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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36.3432万股。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36.3432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0%，与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68.1716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
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2,169.4388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71.6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857.65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28.33%。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3,027.0888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万事利于2021年9月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万事利”股票857.65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9月13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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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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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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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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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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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257,305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100,246,166,500股， 配号总数为200,492,333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0049233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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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88.4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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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4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1,563.9888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51.67%；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1,463.1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48.33%。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45950718%， 申购倍数为6,851.6278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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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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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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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