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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翱捷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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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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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6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翱捷
科技” ，扩位简称为“翱捷科技” ，股票代码为 68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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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4 元 /股，发行
数量为 4, 183.0089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836.6017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 战略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28.3713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2% 。 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208.2304 万股已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 885.3876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17% ；网上发行数量为 669.25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18.83%。

根据《翱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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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 7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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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5000 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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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29.8876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17%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1, 024.75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83%。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239551%。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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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

包括以下几类:
（1）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
（2）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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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张江
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美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闻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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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29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海通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已在 2022 年 1 月 10 日（T+4 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
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佣

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836, 601 137, 654, 328.54 - 24

2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
公司 1, 209, 462 199, 004, 877.48 995, 024.39 12

3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07, 754 99, 999, 843.16 499, 999.22 12

4 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604, 731 99, 502, 438.74 497, 512.19 12

5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4, 731 99, 502, 438.74 497, 512.19 12

6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83, 785 79, 601, 983.90 398, 009.92 12

7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423, 311 69, 651, 591.94 348, 257.96 12

8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2, 365 49, 751, 137.10 248, 755.69 12

9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3, 877 49, 999, 921.58 249, 999.61 12

10 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907, 096 149, 253, 575.84 746, 267.88 12

合计 6, 283, 713 1, 033, 922, 137.02 4, 481, 33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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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80, 99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 510, 640, 588.2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 066, 50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75, 483, 0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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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98, 87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 162, 677, 0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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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813, 385.42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翱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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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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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7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翱捷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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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末“4” 位数 313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翱捷科技 A 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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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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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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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017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7.90%，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62%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
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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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66, 507 股，包销金额为 175, 483, 061.78 元，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2.55%。

2022 年 1 月 10 日（T+4 日），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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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 月 10 日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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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威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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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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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9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
票简称为“迈威生物” ，扩位简称为“迈威生物” ，股票代码为 68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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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
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4.80 元 /股，发行数量为 9, 99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
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 498.5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 。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32.3382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5.33%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
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966.1618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7, 759.3618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2.04% ；网上发行数量为 1, 698.3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17.96%。

根据《迈威（上海）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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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4, 3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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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8000 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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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13.5618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04%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 644.1000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9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592675%。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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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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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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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 ），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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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诚海富通迈威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截至 2021 年 12 月 29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海通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已在 2022 年 1 月 10 日（T+4 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
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 873, 563 99, 999, 992.40 0 24个月

富诚海富通迈威生物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 449, 819 85, 253, 701.20 426, 268.51 12个月

合计 5, 323, 382 185, 253, 693.60 426, 2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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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664, 29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93, 117, 570.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76, 70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7, 029, 2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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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35, 61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 371, 119, 5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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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11, 855, 599.99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迈威（上海）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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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威（上海）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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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7 日（T+3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迈威生物首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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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迈威生物 A 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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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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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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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56, 607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8.30%，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98%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
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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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 702 股，包销金额为 27, 029, 229.60 元，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0.78%。

2022 年 1 月 10 日（T+4 日），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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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0 日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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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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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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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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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科科技
（二）股票代码：301196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24,8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1,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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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尚处于成
长期、经营风险高、业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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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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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

订），唯科科技所属行业为“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截至2021年12月24日
（T-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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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7.87
倍， 同行业可比公司2020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67.05倍。 本次发行价格
64.08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58.79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1年12月24日
（T-4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低于可比公司2020年扣非后
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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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净资产收益
率下滑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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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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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1、发行人：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春光路1152号、1154号之一层
3、联系人：罗建文
4、电话：0592-7769618
5、传真：0592-5780983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1、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保荐代表人：傅志锋、俞琳
3、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23层
4、电话：021-68826021
5、传真：021-68826800

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0日

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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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辉环材”、“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８４２．８１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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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８０１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申港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
票简称为“星辉环材”，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８３４”。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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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５５．５７元 ／股， 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８４２．８１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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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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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１４０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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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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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６２．６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３８０．２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根据《星辉环保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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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６８．２０６８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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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
即９６８．６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４９４．０１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３４８．８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１８５６１７７９６％，网上有效申购
倍数为５，３８７．４１４４７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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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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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１９，１６６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２９５，８４６，０５４．６２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６８，８３４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９，３８２，１０５．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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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９３４，８３４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３８５，６２８，７２５．３８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５，２６６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９２，６３１．６２
网下投资者未成功缴款的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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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委托中欧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

定收益组合

５，２６６ ２９２，６３１．６２ ０ ０ ５，２６６

合计 ５，２６６ ２９２，６３１．６２ ０ ０ ５，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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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２４，９３４，８３４股，其中网下比
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２，４９６，０８５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
的１０．０１％；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５，２６６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其
中５２７股的限售期为６个月，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１０．０１％。本次网下发
行共有２，４９６，６１２股的限售期为６个月，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１％，约占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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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７４，１００股，包销金额为９，６７４，７３７．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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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６％。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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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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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６３９４３５、０２１－２０６３９４３６

发行人：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东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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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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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９３８号）予以注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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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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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招商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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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５，８４０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０％。本次发行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８７６万股，占发行数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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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４万股， 且认购金额不超过１５，９９０万
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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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按照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９２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战略配售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回拨至
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４７４．８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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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９．２０万股，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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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日（Ｔ＋２
日）刊登的《奕东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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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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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Ｔ－１日，周二）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和中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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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0日

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客食品”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５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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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１〕
３８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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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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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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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１
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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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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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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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益客食品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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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益客食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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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９５，６４９５
末“７”位数 ７７０７４８５，８９５７４８５，０２０７４８５，１４５７４８５，２７０７４８５，３９５７４８５，５２０７４８５，６４５７４８５
末“８”位数 ７４７００６９３，９４７００６９３，１４７００６９３，３４７００６９３，５４７００６９３
末“９”位数 １３９２５６８６６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益客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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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２３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益客食品Ａ股股票。

发行人：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

江苏益客食品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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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客食品”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５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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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８００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４８９．７９６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１．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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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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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４８９８万股将全
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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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７５．４３８５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的差额２７３．５４１１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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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７５．４３８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９１％。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４９８．０３０９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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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５１．１０７５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８２．３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６３．２５００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１７．６９％。

根据 《江苏益客食品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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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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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０７．３５５３９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股份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
整数倍，即８６２．９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６８８．２０７５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６２．３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６２６．１５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３７．６９％。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００８５６８６１％。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益客食品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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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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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
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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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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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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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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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
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
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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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参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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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２０２２年１月４日（Ｔ－２日），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１１．４０元 ／ 股。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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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客食品员工资管计划 １，７５４，３８５ １９，９９９，９８９．００ 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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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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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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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的要求，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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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３０１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２３４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有１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２
个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其余３００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２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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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７７，２００万股。 未按照《发
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拟申购数量（万股） 说明

１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弘业智选增强１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６００ 未申购

２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弘业智选增强２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６００ 未申购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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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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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５，２２６，０００ ５４．００％ １８，８２６，８７８ ７０．０４％ ０．０３６０２５４１％
Ｂ类投资者 ５４，４００ ０．５６％ １９５，９４２ ０．７３％ ０．０３６０１８７５％
Ｃ类投资者 ４，３９６，８００ ４５．４３％ ７，８５９，２５５ ２９．２４％ ０．０１７８７４９４％

合计 ９，６７７，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８８２，０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７７８７７％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１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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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
理的“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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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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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６９９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ｐｒｏｊｅｃｔ＿ｙｋｓｐ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