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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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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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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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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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所属网页二维

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可孚医疗
（二）股票代码：30108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60,0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0,000,000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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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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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243元/股，超过幅度为0.
07%；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30日（T-4日）发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为41.63倍，本次发行市盈率为37.15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但未来仍存在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本次

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

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联席

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敏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振华路816号
联系人：薛小桥
电话：0731-85506600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朝晖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耀体路276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50936115、021-50937270
（三）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秋明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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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点有数”、“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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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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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1,805.9944万股，其中，网上
发行1,805.9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75%。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
单元500股的余股444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
年10月21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零点有数”股票1,805.
95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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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6,448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56,425,464,500股，配号总数为312,850,929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000312850929。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15451151%，网上投资
者有效申购倍数为8,661.67195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0月22日（T+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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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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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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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T+2日）公告

的《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2021年10月25日（T+2日）日终，
中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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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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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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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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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瑞纳智能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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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纳智能”、“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１，８４２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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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３０２３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瑞纳智能 ”， 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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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４２万股，发行价格为５５．６６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８４２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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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８２，６２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０２３，１７６，６８４．８６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７，３７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０８０，５１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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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３７，３７９股，包销
金额为２，０８０，５１５．１４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２０％。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２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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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７１５６、６２２０７１５７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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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城交”或“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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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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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深城交”，股票代码为“30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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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36.50元/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6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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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应当参与跟投。

依据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36.50
元/股，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46,00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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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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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子公司国信资本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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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国信证券鼎信15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国信证券鼎信16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国信证
券鼎信21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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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分
别简称“鼎信15号资管计划”、“鼎信16号资管计划”和“鼎信21号资管计
划”，三者合称“鼎信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91.2875万股，
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451.2875万股， 占发行总数量
的11.28%，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48.712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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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8.712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71.26%；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1,020.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
数的28.74%。

根据《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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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1.62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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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7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1,818.9625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1.2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729.7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8.74%。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
015513091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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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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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263元/股，超过幅度为7.27%，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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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资本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

截至2021年10月12日（T-4日），鼎信资管计划已足额按时缴纳认
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291.2875万股，最终获配资金为10,631.99375万
元。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月）
1 国信资本 160 5,840.0000 24个月
2 鼎信资管计划 291.2875 10,631.99375 12个月

合计 451.2875 16,471.99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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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4,57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30,156,841.5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2,92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01,9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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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9,62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63,921,3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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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245股， 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10.01%，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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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29股，包销金额为1,
201,90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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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2021年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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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22940062

发行人：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5,5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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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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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泰集团”，股票代码为“60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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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市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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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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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9.97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5,556.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889.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666.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55.6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000.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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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49,902,51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97,528,054.61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1,48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11,825.39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552,60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5,359,481.8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39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3,838.18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
（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实际配售
金额
（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杨荣生 杨荣生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2 翁家恩 翁家恩 212 2, 113.64 2, 113.46 211 2, 103.67 1
3 佘孝金 佘孝金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4 李彤 李彤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5 金桂云 金桂云 212 2, 113.64 2, 113.46 211 2, 103.67 1
6 陈冠宇 陈冠宇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7 陈雯鸶 陈雯鸶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8 冯文渊 冯文渊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9 周道忠 周道忠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10 周懿文 周懿文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11 莫剑荣 莫剑荣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12 邵辉 邵辉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13 彭太平 彭太平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14 龙华 龙华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15 侯春伟 侯春伟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16 卢少佳 卢少佳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17 黄杏芳 黄杏芳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18 徐建裕 徐建裕 212 2, 113.64 0.00 0 0.00 212

合计 3, 816 38, 045.52 4, 226.92 422 4, 207.34 3,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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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81 股，包销金额为 1,045,663.57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9%。

2021 年 10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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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083�3640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project_stjtecm@citics.com

发行人：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10 月 22 日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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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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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新药业”、“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１５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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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０２１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为中天国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拓新药业”，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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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０．００万股，全
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９．１１元 ／股。本次发行的价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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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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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２４７．１４８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８５％。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２２５．３５２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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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９．６０２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７２．３３％；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０３．２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２７．６７％。 根据《新乡拓新
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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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９４．７４９８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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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５８０．６０００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１９．００２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２．３３％；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８３．８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４７．６７％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６０６６１３９％，申购倍数为６，８４６．２１３６８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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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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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７．１４８万股， 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７．８５％。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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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
拓新药业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４７１，４８０ ４７，２２９，９８２．８０ 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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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２３，６２４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６４，１６９，４５４．６４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４，８７６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２８４，２８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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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９０，０２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９０，２８１，２８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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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２，０８８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２％，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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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７６股，包销金额为２８４，２８０．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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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７２％。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２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配售投资者
和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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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３０９９号中国储能大厦４９楼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８７７７９５９、０７５５－２８７７７９６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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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0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下发的《关于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
〔2021〕第 5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于 2021年 10 月 21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并对外
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对其中涉及的问题进行认
真分析、论证及说明，并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答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问询函回
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 2021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关于民生加银嘉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 5000 万元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民生加银嘉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民生加银嘉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008868）已连续 55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可
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则直接终止基金合同并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无需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截至 2021年 10月 21日，本基金已连续 55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特此提示。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成
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
敬请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
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法律文件。

3、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msjyfund.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388)，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于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
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
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