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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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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亚康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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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０２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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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康股份”，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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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数量为２，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１．４４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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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８日（Ｔ＋２日）结束。具体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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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数量（股）：１９，９７６，９９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２８，３０６，７７２．８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３，００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４９３，２２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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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００５股，
包销金额为４９３，２２７．２０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
的比例为０．１２％。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２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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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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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２日

浙江严牌过滤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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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浙江严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严牌股份”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４，２６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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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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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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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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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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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７．００万股，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２．９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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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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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２８．１８５３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６９％。 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３１１．８６４７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８５０．７６４７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２．３８％；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０８８．０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７．６２％。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３，９３８．８１４７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严牌股份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１日（Ｔ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严牌股份”股票１，０８８．０５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３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严牌过滤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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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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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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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严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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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
招商资管严牌股份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其获配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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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
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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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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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７９，１３７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１１７，６７１，０４６，０００股， 配号总数为２３５，３４２，０９２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３５３４２０９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浙江严牌过滤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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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１４．８５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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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７８７．８０００万股） 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０６２．９６４７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２．３８％；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７５．８５００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７．６２％。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
签率为０．０１５９４１４７４７％，申购倍数为６，２７２．９４５３８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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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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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严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２日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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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铁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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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1〕2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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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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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承
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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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0.00 万股，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882.00 万股，占发行总
规模的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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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0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20.00%。

最终战略投资者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无需向网下回拨。网上网下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5,269.6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258.4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 7.18元 /股。 发行人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高铁电气”A股 2,258.40万股。

根据《中铁高铁电气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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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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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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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752.8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516.8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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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1.2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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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7019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 年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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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 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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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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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0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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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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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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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在线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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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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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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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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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

指引第 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投资者资
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
资”）；

（2）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二）获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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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元 / 股，

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6.76亿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跟投比

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中信建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
资金，本次获配股数 4,705,000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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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4日（T+4日）之前，依据中信建投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其他战略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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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获配股
数共计 14,115,000 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在 2021年 10月 14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限售期限
（月）

1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4,705,000 33,781,900.00 - 24

2 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057,500 50,672,850.00 253,364.25 12

3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7,057,500 50,672,850.00 253,364.25 12

合计 18,820,000 135,127,600.00 506,728.5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1 年 10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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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0,1890
末“5”位数 61360,73860,86360,98860,48860,36360,23860,11360
末“6”位数 106374,306374,506374,706374,906374,865377,365377
末“8”位数 25231459,75231459
末“9”位数 030632302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高铁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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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2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高铁电气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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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
第 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
（中证协发〔2021〕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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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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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12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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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9,218,1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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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5,436,840 58.98% 31,699,158 70.18% 0.05830438%
B类投资者 28,600 0.31% 135,498 0.30% 0.04737692%
C类投资者 3,752,660 40.71% 13,333,344 29.52% 0.03553038%

合计 9,218,100 100.00% 45,168,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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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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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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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4 日（T+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
的《中铁高铁电气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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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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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发行人：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2日

江西百胜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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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胜智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4,44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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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6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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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446.6667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08 元
/股。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66.9999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15.00%。

本次发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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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57元 /股，超过幅度为 3.70%。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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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修订）》 第三十九条第
（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和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96.562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1.17%。 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70.4376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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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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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6.2044 万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1.29%；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33.9000 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8.71%。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3,950.1044 万股，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百胜智能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T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百胜智能”股票 1,133.9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 年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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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3 日（T+2 日）披露的《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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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获配数量，于 2021年 10月 13日（T+2日）16:00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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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百胜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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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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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方面，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为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2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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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招商
资管百胜智能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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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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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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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主板、深交所主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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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主板、深
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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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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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78,901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21,585,088,500
股，配号总数为 243,170,177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4317017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西百胜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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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722.7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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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00%
（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790.0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2,026.1544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1.2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923.9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48.71%。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中签率为 0.0158238977%，有效申购倍数为 6,319.55552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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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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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2日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瓷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6,2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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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2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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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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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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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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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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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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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主持了华瓷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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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547�2547
末“5”位数 60501�80501�00501�20501�40501
末“6”位数 613163�863163�113163�363163
末“7”位数 4274176
末“8”位数 52627102�72627102�92627102�12627102�32627102�12685101�62685101
末“9”位数 360716879�268443970�424465695�14823985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华瓷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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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4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华瓷股份 A股股
票。

发行人：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2日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瓷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6,29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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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2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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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296.67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3,778.02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518.65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37元 /股。 根据《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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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2.02841倍，高于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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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29.6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667.0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54182955%，有效申购倍数为 3,934.17410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于 2021年 10月 1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股数，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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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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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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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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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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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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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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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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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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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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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8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初步询价时提
交了有效报价的投资者中，有 3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
购；其余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的 3,43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607 个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申购，申购数量为 8,068,10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万股）

1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
资账户 640.0000

2 深圳市翼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翼虎家园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0.0000
3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人生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0.0000
4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 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0.0000
5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0.0000
6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0.0000
7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640.0000
8 潮州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潮州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640.0000

9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启程 8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640.0000

10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 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0.0000

11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 1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640.0000

12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选 1号私募投资基金 640.0000
13 深圳市亚泰一兆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亚泰一兆投资有限公司 640.0000
14 曹克坚 曹克坚 640.0000
15 杨燕 杨燕 640.0000
16 李文 李文 640.0000
17 李杨 李杨 640.0000
18 赵和花 赵和花 640.0000
19 赵惠新 赵惠新 640.0000
20 郑文宝 郑文宝 640.0000
21 郭金红 郭金红 640.0000
22 廖伟俭 廖伟俭 640.0000
23 丘国强 丘国强 640.0000
24 程辉 程辉 640.0000
25 林枝春 林枝春 640.0000
26 胡辛 胡辛 640.0000
27 李志金 李志金 640.0000
28 王锐 王锐 640.0000
29 石甘德 石甘德 640.0000
30 陆利华 陆利华 640.0000
31 王舰 王舰 640.0000
32 黄学良 黄学良 640.0000
33 樊雷刚 樊雷刚 640.0000
34 任伟达 任伟达 640.0000
35 谢建勇 谢建勇 640.0000
36 谢建强 谢建强 640.0000
37 张波 张波 640.0000
38 张卫东 张卫东 640.0000
39 姚宁 姚宁 640.0000
40 周歆焱 周歆焱 640.0000
41 张宇涛 张宇涛 640.0000
42 徐莉 徐莉 640.0000
43 赵龙 赵龙 640.00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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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
金（A类） 2,055,680 25.48% 378.2606 60.08% 0.01840075%

年金和保险资金（B类） 1,377,920 17.08% 63.0829 10.02% 0.00457813%
其他投资者（C类） 4,634,500 57.44% 188.2765 29.90% 0.00406250%

合计 8,068,100 100% 629.6200 100% -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2,082 股按

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平均配售给 A类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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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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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2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