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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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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368号）。 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华强科技”，扩位简称为“华强科技”，股票代码为68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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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
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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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9元/股，发行数量为86,206,200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7,241,24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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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8,073股，占
发行总数量的15.68%。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3,723,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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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数量为51,999,127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71.54%；网上发行数量为20,689,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46%。
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72,688,127股。

根据《湖北华强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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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湖北华强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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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197.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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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
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2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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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30,127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1.5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7,958,000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8.4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219768%。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1月29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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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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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符合条件的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跟投机构

为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其他战略投资者为中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州
凯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宜昌中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2021年11月22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12月1日
（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
（元）

限售期
（月）

1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 586, 186 90, 749, 266.74 0 24

2 中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854, 944 29, 999, 984.96 149, 999.92 12

3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 268, 452 79, 599, 980.68 397, 999.90 12

4 广州凯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 835, 565 99, 499, 975.85 497, 499.88 12

5 宜昌中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 137, 361 74, 999, 997.49 374, 999.99 12

6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2, 835, 565 99, 499, 975.85 497, 499.88 12

合计 13, 518, 073 474, 349, 181.57 1, 917, 999.57 —

2、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7,876,86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78,199,122.67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1,13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847,097.33
3、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4,730,12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69,580,156.43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7,847,906.8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限售账号摇号结果
根据《湖北华强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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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华强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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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于2021年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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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华强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号摇号抽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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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数 9

末“4” 位数 2616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华强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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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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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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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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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5,800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6.92%，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26%。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华强科技网下摇号中签配售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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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37股，包销金额为2,847,097.33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
为0.1116%，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0941%。

2021年12月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协议与承销协议的约定将余股包销资金、
战略配售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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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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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83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栋20层

发行人：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1日

宁波家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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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联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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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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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０．７３元 ／股。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４５０万股，占发
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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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６２．３８２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４１％。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８７．６１８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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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２．６１８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３．０４％；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６５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６．９６％。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２，８３７．６１８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家联科技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Ｔ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家联科技”股票７６５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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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日（Ｔ＋２日）披露的《宁波家联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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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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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家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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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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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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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联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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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２４，５１０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８３，３０７，５２２，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６６，６１５，０４４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６６６１５０４４。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宁波家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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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８９．８７２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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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７．５５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５．０６８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３．０４％；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３２．５５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４６．９６％。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
率为０．０１５９９５５５４４％，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２５１．７３７０５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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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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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12月1日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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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研设计”、“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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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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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研设计”，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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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行价格为２６．３３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２，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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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６，０９９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２５，１８０，７８６．６７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５３，９０１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４１９，２１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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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９０１股，包销金额
为１，４１９，２１３．３３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２７％。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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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日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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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1〕
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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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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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34, 469, 376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 。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 723, 468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 。 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2, 922, 408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 823, 500 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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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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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12 月 2 日（T-1 日）14: 00-17: 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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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2 月 1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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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灵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3,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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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2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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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39.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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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安排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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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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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5.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3,00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
确定。

通灵股份于2021年11月30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通灵股份”股票855.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2月2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通灵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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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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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通灵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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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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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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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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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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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80,437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92,013,526,000股，配号总数为184,027,052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
为00018402705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江苏通灵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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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1.81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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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 即6,000,000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55.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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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8128926%， 申购倍数为
6,323.9536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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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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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日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 年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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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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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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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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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泽宇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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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泽宇智能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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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
（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主持了江
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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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
末“5” 位数 90884��10884��30884��50884��70884��07655
末“6” 位数 945163��070163��195163��320163��445163��570163��695163��820163
末“7” 位数 9014774��4014774
末“8” 位数 94946482��52727028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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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98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2 月 1 日

江苏泽宇智能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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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宇智能” 、“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 3, 3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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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证监会” ）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1〕3104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 33, 000, 000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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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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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配售对象为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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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25, 596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96% 。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2, 324,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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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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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21, 959, 404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2.30% ，网上发
行数量为 8, 415, 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7.70%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30, 374, 404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江苏泽宇智能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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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6982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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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数量的 2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6, 07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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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884, 404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52.30%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4, 490, 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47.7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
签率为 0.0168218029% ，有效申购倍数为 5, 944.6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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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泽宇智能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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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初步配售数量，于 2021 年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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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期为 6 个月， 锁定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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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华泰泽宇智能家园 1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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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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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
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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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对象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华泰
泽宇智能家园 1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 625, 596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96% 。

截至 2021 年 11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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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泽宇智能家园 1 号创业板
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 625, 596 115, 499, 968.04 12个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2 月 3 日（T+4 日）之前，将超额
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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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T 日）结束。 经核
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35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8, 198 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6, 146, 14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江苏泽宇智能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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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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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99, 680 63.45% 11, 585, 580 72.94% 0.02970905%
B类投资者 29, 710 0.48% 86, 999 0.55% 0.02928273%
C类投资者 2, 216, 750 36.07% 4, 211, 825 26.52% 0.01900000%

合计 6, 146, 140 100.00% 15, 884, 404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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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余股 1, 171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配售给“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
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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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5-83387679
联系邮箱：htlhecm@hts c.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8 号保利广场 E 座 20 层

发行人：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2 月 1 日

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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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