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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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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0月 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于 2021年 10月 2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应参与表决董事 8人，实际表决董事 8人，会议由董事长赖云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与泸州市润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达机械”）共同出资在泸州成立

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开展白酒智能酿酒装备的生产与销售业务。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3,000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1,530万元，占注册资本 51%；润达机械认缴出

资 1,470万元，占注册资本 49%。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三、备查附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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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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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材料”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22,191.248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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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21]2741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华润材
料”，股票代码为“30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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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0.45元/股，发行数量为22,
191.2483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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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
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657.3744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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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9138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6.59%；其他战略投资者最
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870.8132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12.94%，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332.72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52%。初始战略配售与最
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324.6474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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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51.7713万股，占
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2.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106.7500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7.40%。根据《华润化学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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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4.62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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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1.75万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180.021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62.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678.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37.4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06019932%，有效申购倍数
为3,267.76100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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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值”孰低值，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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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
者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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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9138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6.59%；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870.8132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12.94%。

综上，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332.72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19.52%。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2,324.6474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1年10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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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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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华润化学材料1号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4,619,138 152,769,992.10 12

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4,784,688 49,999,989.60 12

3
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

限合伙）
23,923,444 249,999,989.80 12

合计 43,327,270 452,769,97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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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02,56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97,041,752.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2,44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61,4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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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00,213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68,312,2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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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3,276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0%，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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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40股，包销金额为861,498.0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0.04%。

2021年10月2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配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拨给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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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电 话：010-86451547、86451548
传 真：010-85130542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1日

日禾戎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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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日禾戎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戎美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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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1〕2597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戎美股份”，股票代码为“301088”。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3.16元/股，发行数量为5,700.0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3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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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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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
“四个值”）的孰低值31.6334元/股，超过幅度为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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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首发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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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8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 战略投资者的认
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规模为人
民币189,012.00万元。 根据《首发实施细则》规定，“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
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
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809,408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17%。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040,5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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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38,945,592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5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245,000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9.43%。

根据《日禾戎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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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0.186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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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8,5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7,907,092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50.5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7,283,5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49.44%。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81367987%。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0月19日（T+2日）结束。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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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金财富跟投。 本次发行价格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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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为33.16元/股，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89,012.00万元。根据《首发实施
细则》规定，“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
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金财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809,408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3.17%。 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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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财富 1, 809, 408 59, 999, 969.28 24个月

总计 1, 809, 408 59, 999, 969.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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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29,69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02,936,520.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3,81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784,3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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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07,09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25,399,1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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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3,918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1%，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90%。

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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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10股，包销金额为1,784,339.6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总发行数量的比
例为0.09%。

2021年10月2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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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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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10-6535 3031

发行人：日禾戎美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1日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锐股份” 、“发行人” 或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 2, 3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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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21〕2759 号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由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保荐，由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
民生证券和东吴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 发行人股票简称
为“新锐股份” ，扩位简称为“新锐股份” ，股票代码为 68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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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
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发行人合理投资价值、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可比
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
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2.30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32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34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
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
内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01.4062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8.68%，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
差额 146.5938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发行数量为
1,526.9938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08%；网上发行
数量为 591.6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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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118.5938 万股。

根据《苏州新锐合金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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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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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5,312.25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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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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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0938 万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2.0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03.5000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7.93%。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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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投和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新锐股份员工资
管计划。 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1、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缴款认购股数（股）：928,000；
（2）缴款认购金额（元）：57,814,400.00；
（3）限售期：24 个月。
2、新锐股份员工资管计划
（1）缴款认购股数（股）：1,086,062；
（2）缴款认购金额（元）：67,661,662.60；
（3）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338,308.31；
（4）限售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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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3,43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99,860,062.8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56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20,4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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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0,93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19,303,4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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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4,096,520.13。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1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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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
新锐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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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数 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新锐股份 A 股股票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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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4,198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420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1,127,045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8.57%，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总量的 5.32%。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
新锐股份网下摇号中签配售明细”。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

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564 股，包销金额为
720,437.20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总量的 0.0546%，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0.0498%。

2021 年 10 月 21 日（T+4 日），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
议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
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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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5120190
2、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力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东吴证券大厦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512-62938585

发行人：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1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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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机集团”、“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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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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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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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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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0万股。 回拨机
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400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运机集团于2021年10月20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运机集团”股票1,6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2021年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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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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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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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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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0,716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165,501,092,000股， 配号总数为331,002,184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33100218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343.81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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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
拨 后 本 次 网 上 发 行 的 有 效 申 购 倍 数 为 4,597.25256 倍 ， 中 签 率 为
0.02175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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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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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1日

浙江争光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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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争光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３３３．３３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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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０３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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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３．３３３４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６．３１元 ／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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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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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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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６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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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３．３３３４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５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６．３１元 ／ 股。

根据 《浙江争光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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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５１．７４１７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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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６．７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７１６．６３３４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６１６．７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５１２４６７５９％。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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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争光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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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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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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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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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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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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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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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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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９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３９９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８，０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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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６４，０００万股。

（二）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浙江争光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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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象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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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４，０９１，０９０ ５６．３２％ １２，０１８，１５３ ７０．０１％ ０．０２９３７６４１％
Ｂ类投资者 ３５，８６０ ０．４９％ ８４，０９９ ０．４９％ ０．０２３４５２０４％
Ｃ类投资者 ３，１３７，０５０ ４３．１９％ ５，０６４，０８２ ２９．５０％ ０．０１６１４２８２％

总计 ７，２６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１６６，３３４ １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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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０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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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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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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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１日

浙江争光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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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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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争光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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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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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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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争光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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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２０日 （Ｔ＋１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浙江争光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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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５９
末“５”位数 ７４０７０，９４０７０，１４０７０，３４０７０，５４０７０
末“６”位数 ７８０８５１
末“７”位数 １２６５１５４，６２６５１５４
末“８”位数 ８１３１９６３１，０６３１９６３１，３１３１９６３１，５６３１９６３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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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３４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５００股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