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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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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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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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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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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普赛斯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０８０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８，０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２，００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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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发行人：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８号４幢４层
联系人：林涛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３３９５１７３
传真：４００８８７５６６６－１８６３６６
２、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１１１号
联系人：张远明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５１５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发行人：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10月15日

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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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百胜智
能”，股票代码为“30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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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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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四个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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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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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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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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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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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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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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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T+2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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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即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投资”）和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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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百胜智能员工战配资管计划”）组成。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依据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 9.08元 /股，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
币 40,375.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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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的， 跟投比例为 5%， 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
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招商投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22.3333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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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74.2290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6.17%。
截至 2021 年 9 月 29 日（T-3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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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招商投资 2,223,333 20,187,863.64 24个月
2 百胜智能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2,742,290 24,899,993.20 12个月

总计 4,965,623 45,087,856.84 一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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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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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8,10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74,409,629.7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1,39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85,0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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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54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3,974,819.5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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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2,026,201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0%，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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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91股，包销金额为 285,03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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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2021年 10 月 15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配资金与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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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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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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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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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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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昌股份”，股票代码为“60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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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人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
价格为 32.35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5,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4,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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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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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50,438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450,911,669.30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49,562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4,838,330.70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998,317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61,695,554.95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683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4,445.05 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代码 初步获配
股数（股）

应缴款
金额（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黄寅利 黄寅利 A369626109 187 6, 049.45 0.00 0 187
2 鹿群 鹿群 A347178774 187 6, 049.45 0.00 0 187
3 吕礼发 吕礼发 A242249994 187 6, 049.45 0.00 0 187
4 毛中吾 毛中吾 A348037183 187 6, 049.45 0.00 0 187
5 吴志刚 吴志刚 A243650944 187 6, 049.45 0.00 0 187
6 杨国芬 杨国芬 A728667752 187 6, 049.45 0.00 0 187
7 姚君 姚君 A670759423 187 6, 049.45 0.00 0 187
8 郑明 郑明 A321154558 187 6, 049.45 0.00 0 187

9 中国农垦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垦
集团有限

公司
B880602864 187 6, 049.45 0.00 0 187

合计 1, 683 54, 445.05 0.00 0 1,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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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45 股，包销金额为 4,892,775.75 元，
包销比例为 0.302490%。

2021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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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
中国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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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2383�5518、0755-2383�5519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5 日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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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兰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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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33, 666,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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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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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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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33, 666, 667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34, 666, 667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 049, 999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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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数量不
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 ，即不超过3, 366, 666股，且认购金额不超过5, 860万元；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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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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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31, 668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 585, 0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
次发行总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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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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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T+2日）刊登的《江苏华兰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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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0月18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中证网（http://www.cs.com.cn/）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10月18日（T-1日，周一）14:00-17: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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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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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可孚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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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孚医疗”、“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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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4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2021年 10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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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孚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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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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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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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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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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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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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孚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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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于 2021年 10月 1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主持了可孚医疗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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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2
末“5” 位数 96656��16656��36656��56656��76656��16504
末“6” 位数 227481��427481��627481��827481��027481��042124��542124
末“7” 位数 6903440��1903440
末“8” 位数 62184491��82184491��02184491��22184491��42184491��05256404��5525640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可孚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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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7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可孚医疗 A股股票。

发行人：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5 日

可孚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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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孚医疗”、“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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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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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以及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西部证券和光大证券统称“联席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0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3.09元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00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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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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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243元 / 股，超过幅度为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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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上
〔2021〕919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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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投
资”）。 根据《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三）发行规模 20亿元以上、不足 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但不
超过人民币 1亿元”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西部投资按上限 1 亿元进行跟投，西部投资最终战略配售股份
数量为 1,074,229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2.69%。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西部投资。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074,229 股，占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2.69%。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925,771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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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25,771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 70.7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400,0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9.29%。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38,925,771股。

根据《可孚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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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0.67969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778.5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974.0271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0.7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918.5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总量的 49.29%。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67278817%，有效申购倍数为 5,978.04324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2021年 10月 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可孚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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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9 元 / 股与获配数量，于 2021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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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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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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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投资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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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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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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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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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3.09元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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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243元 /股，超过幅度为 0.07%，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72,360.00 万元，根据《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三）发行规模 20 亿元以
上、不足 5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本次发行西部投资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074,229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2.69%。

截至 2021年 10月 8日（T-3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1年 10月 19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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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西部投资 1,074,229 99,999,977.61 24个月

总计 1,074,229 99,999,977.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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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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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修订）》（深证上〔202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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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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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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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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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339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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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3,89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可孚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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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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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初步配售数量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2,199,550 58.2834% 14,343,091 72.6590% 0.06520921%
B类投资者 16,810 0.4454% 82,897 0.4199% 0.04931410%
C类投资者 1,557,530 41.2712% 5,314,283 26.9210% 0.03411994%

合计 3,773,890 100.0000% 19,740,271 100.0000%
注：若出现合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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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 2,709 股按照《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 2021-10-13� 09:30:05:189），其为 A 类配售对象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深
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
有效申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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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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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50936115、021-50937270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52523077

发行人：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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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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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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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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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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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３日（Ｔ＋２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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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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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

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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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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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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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８１，８５３ ４２，４９９，９９６．３５ 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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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３３，３４７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４２，５９６，８４３．６５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５，１５３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３２５，７３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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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２９，６４７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６７，１５３，９２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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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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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２，０６７，８９７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２％，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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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５３股，包销金额为３２５，７３１．３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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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9%。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５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网上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与战略配售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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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９，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６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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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

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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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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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申请于2021年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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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21〕2451
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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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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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 300.0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165.0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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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
3.0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66.0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 260.5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70.62%；网上发行数量为940.5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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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0.20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10月14日 （T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中科微至” 股票

940.5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0月1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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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90.20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1年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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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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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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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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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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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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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把违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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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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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 126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48, 091, 509, 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955647%。
配号总数为96, 183, 018个，号码范围为100, 000, 000, 000-100, 096, 183, 01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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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5, 11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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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320.1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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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4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6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 260.6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38% 。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62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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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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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2021年10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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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