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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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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嘉维康”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５１，６２６，４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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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３６７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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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金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５１，６２６，４２５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２．３７
元 ／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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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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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数的差额２，５８１，３２１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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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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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９１２，９２５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４，７１３，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５１，６２６，４２５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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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９９１．５１６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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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２５，５００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６，５８７，４２５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５，０３９，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回拨后本次网上发
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８９２６４０１７％，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２８３．６２４５１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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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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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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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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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
在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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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８８４
末“５”位数 ２７７４７、４０２４７、５２７４７、６５２４７、７７７４７、９０２４７、０２７４７、１５２４７
末“６”位数 ７８２０５９、９８２０５９、１８２０５９、３８２０５９、５８２０５９、７８３９９３、０３３９９３、２８３９９３、５３３９９３
末“７”位数 ９５５６８７６、４５５６８７６
末“８”位数 ２４５４６９５０、４４５４６９５０、６４５４６９５０、８４５４６９５０、０４５４６９５０
末“９”位数 １９１８０４６４９、２２８２４８８４４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达嘉维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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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７８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达嘉维康
Ａ股股票。

发行人：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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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嘉维康”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５１，６２６，４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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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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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６７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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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国金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５１，６２６，４２５股 。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３７元 ／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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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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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数的差额２，５８１，３２１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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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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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９１２，９２５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４，７１３，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５１，６２６，４２５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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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９１．５１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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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２５，５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６，５８７，４２５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５，０３９，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８９２６４０１７％，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２８３．６２４５１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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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资金应当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Ｔ＋２
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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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对象的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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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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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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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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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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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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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２０１８〕１４２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２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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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６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２９８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４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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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７７，９８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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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

占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４，７８３，６１０ ４７．４７％ １８，６１４，８６２ ７０．０１％ ０．０３８９１３８４％
Ｂ类投资者 ５１，９３０ ０．５２％ １６５，１０５ ０．６２％ ０．０３１７９３７６％
Ｃ类投资者 ５，２４２，４４０ ５２．０２％ ７，８０７，４５８ ２９．３７％ ０．０１４８９２７９％

合计 １０，０７７，９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５８７，４２５ １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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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９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融

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融通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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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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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１３９、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９９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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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赫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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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307号）。

发行人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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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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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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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7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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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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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3.85万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50.1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根据《迈赫
机器人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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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46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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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20%（即666.80万股）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1,717.0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16.95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数量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3468504%，有效申购倍数为
6,117.38638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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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
年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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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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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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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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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迈赫机器人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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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1月2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
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迈赫机器人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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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2
末“5”位数： 48580、68580、88580、08580、28580、40101
末“6”位数： 163608、663608、993308
末“7”位数： 0754098、3254098、5754098、8254098
末“8”位数： 76560013、96560013、16560013、36560013、56560013、73724458、2372445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迈赫机器人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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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9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30日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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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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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7号）。

发行人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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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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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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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7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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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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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3.85万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50.1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根据《迈赫
机器人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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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46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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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20%（即666.80万股）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1,717.0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16.95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数量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3468504%，有效申购倍数为
6,117.38638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11月3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获配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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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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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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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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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者进行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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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注册制
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投资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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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335家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6,93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
量为6,192,45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迈赫机器人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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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6,192,450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配
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申购和初步获配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

占有效申购
总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 、社保
基金 、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
以及保险资金 ）

3,298,430 53.27% 12,037,911 70.11% 0.03649588%

B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 33,910 0.55% 68,655 0.40% 0.02024624%

C类投资者 2,860,110 46.19% 5,063,934 29.49% 0.01770538%
合计 6,192,450 100.00% 17,170,5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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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股1,884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A类申购数量最大且申

购序号最前的配售对象“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
以上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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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配售对象获配

情况详见本公告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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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1-35082551、010-83321320、0755-8321881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30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作为迪哲
（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哲医药”或“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联席主承销商（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以下简称“《首发承销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
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021 年修订）》（以下简
称“《承销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2021 年
修订）》（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文件的规定，针
对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资格进行核查，
出具本核查报告。

一、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一）发行人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2020 年 12 月 9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议案》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相关议案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2020 年 12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

一致同意通过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相关议案。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审

核
2021 年 9 月 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发布《科创板上市委 2021 年第 66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根据该公告
内容，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同意迪哲医药本次发行上市（首发）。

2021 年 11 月 3 日，公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迪哲（江
苏）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94
号），同意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关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和配售股票数量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的相关方案如下：
（一）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须为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规定的以下情形：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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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

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

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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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确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以

及实际需要，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为中信证
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该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详见本核

查报告第三部分的内容。
本次发行向 1 名战略投资者进行配售符合《承销指引》第六条关于战略投

资者人数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份规模为 4,000.01 万股， 发行人本次发行初始共计向

参与本次配售的 1 名战略投资者配售合计 200.0005 万股股份， 占本次发行股
票数量的 5%，未超过 20%的上限，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根据《承销指引》，中证投资预计其认购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5%，即 200.0005 万股，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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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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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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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发行规模 50 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 2%，但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因中证投资最终认购数量与最终发行规模相关， 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在确

定发行价格后对中证投资最终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共有 1 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00.000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00%。符合《实施办法》、《承销指引》中对本
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的要求。

三、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依照《承销指引》等相关规定选取，具体标准为：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为中证投资。
1、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
号 91370212591286847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方浩

注册资本 14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 4 月 1 日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 2001 户

营业期限自 2012年 4 月 1 日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
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张佑君（董事长）、张东骏、方浩

监事：牛学坤
总经理：方浩

中证投资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
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
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中证投资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中证投资已经办理了 2020 年报公示手续，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

示经营状态为“存续”。
（2）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中

信证券持有其 100%的股权，中信证券系中证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承销指引》第三章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规定，中证投

资作为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根据《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中信证券自 2017
年起将其自营投资品种清单以外的另类投资业务由中证投资全面承担， 中证
投资的合规与风险管理纳入了母公司中信证券统一体系。另经核查，2018 年 1
月 17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
公司会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已加入中国证券业协会成为会员，接受协
会自律管理。

（4）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发行前，中证投资未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
中信证券通过以自有、 资管或募集资金投资的已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相

关金融产品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穿透后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0.1%），该等投资行为系相关金融产品管理人所作出的独立投资决策，并非中
信证券主动针对发行人进行投资。

除此之外，中证投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
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中证投资与发行人亦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联席主承销商核查了中证投资提供的最近一个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中证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
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 中证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
有资金。

（6）限售安排及相关承诺
中证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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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中证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
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中证投资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
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三）认购协议
发行人与上述确定的获配对象订立了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协

议约定了认购数量、认购价格及认购款项支付；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的权
利和义务；保密条款；违约责任；转让与放弃；通知与送达等内容。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认购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四）合规性意见
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进行了核查。

中证投资目前合法存续， 作为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
公司，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
（四）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
配售的资格。

同时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中证投资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
止性情形，且发行人已对核查事项出具承诺函。

其中《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为：
1、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

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2、联席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

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3、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

存 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
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5、除《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
金认购发行人股票，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四、主承销商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资格的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的规定；本次发

行战略投资者的数量及拟认购股份数量符合《实施办法》及《承销指引》的规
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五、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综上，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一）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且实施本次战略配售已完成了发

行人的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得批准。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数量和配售股份数量符合《承销指

引》《首发承销规范》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确定的战略配售对象均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符合发行人

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且符合《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战略配售对象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
性情形，具备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四）本次战略配售对象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
资金来源为合法募集资金。

（五）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整个过程中不存在
《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1 月 15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之专项核查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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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承销商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 栋 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