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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2022-004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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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董事兼总裁潘欣欣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56，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8%。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发布了《股东、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2）。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止 2022年 1月 17日，潘欣欣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1,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9%，王晓颖女士已提前完成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潘欣欣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7,800 0.078% IPO前取得：129,800股
其他方式取得：78,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间无一致行动关系。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潘欣欣 51,800 0.019% 2021/12/24 ～2022/1/
17 集中竞价交易 16.21 -16.21 839,678 156,000 0.058%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2022-005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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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 根据申万行业分类，公司所属“传媒行业”市盈率为 30.9倍，公司当前的市盈率为 81.9 倍，显著

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2022 年 1月，“传媒行业”累计涨幅为 0.98%，公司累计涨幅为 50.09%。公司股价
短期内涨幅较大，存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防范概念炒作，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 5%以上股东尚存在减持计划未完成。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及 2021 年 11 月 11
日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减持计划，北京合众创世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罗
衍记先生合计拟减持 1,57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61%，尚余 1,070 万股未完成，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5%。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1月 14日、1月 1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

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相关订单、合同正常
履行。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罗衍记先生发函征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按照《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了审议及披露的“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具体进
展情况详见本公告“三、相关风险提示（三）重大事项进展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
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可能引起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重
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近期关注到“虚拟数字人”相关热点概念，经公司核实说明如下：
2021年 12 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并发布相关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重点布局 XR技术商业化应用、数字人和虚拟 IP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该公司已完成注册登记，但尚处于发展初期，未形成稳定成熟的商业模式。 公
司目前已签约“聆秋”、“沐汐”数字人，并主要将通过品牌商业代言、IP 授权周边衍生品、品牌直播带货
等方式进行商业化变现。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王晓颖女士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63,2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4%；公司董事兼总裁潘欣欣女士于 2022年 1月 17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1,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9%，潘欣欣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尚余 100股未完成。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盈率较高及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2年 1月 14日、1月 1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波

动幅度较大。
根据申万行业分类，公司所属“传媒行业”市盈率为 30.9 倍，公司当前的市盈率为 81.9 倍，显著高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2022年 1月，“传媒行业”累计涨幅为 0.98%，公司累计涨幅为 50.09%。公司股价短
期内涨幅较大，存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防范概念炒作，注意投资风险。

（二）热点概念业务风险
公司“虚拟数字人”相关业务尚处于发展初期，有待市场验证，已签约的数字人流量较小，未来商

业化价值和变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9日及 2021年 11月 22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拟定增募资不超 5.05 亿元，将用于兴趣与信任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和 CDP
数据中台建设项目等。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尚未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申
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四）5%以上股东存在减持计划尚未完成风险
2021年 8月 31日，公司披露了《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北京合众创世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众创世”）拟减持 500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867%。 截止目前，合众创世尚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2021 年 11 月 11 日，公司披露了《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并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披露了《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暨控股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性公
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罗衍记先生拟减持 1,07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5%，未完成 57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8%，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
和网站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918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2022-005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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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北京金融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现将

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上海君盈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两千名证券投资者
诉讼代表人：王景、刘国梁、陆明
各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时择律师事务所律师臧小丽、刘云，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宋一欣、李浩

被告：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网”）及贾跃亭等十四名自然人、本公
司等三家证券公司和三家会计师事务所

（二）诉讼请求
1.判令乐视网向原告支付因虚假陈述引起的投资损失之侵权赔偿款项（含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

佣金、利息），共计人民币 4,571,357,198.00元；

2.判令除乐视网外的二十名被告对原告的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判令由上述二十一名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
（三）诉讼的事实和理由
乐视网 2010 年 8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上市，2020 年 7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退

市。 退市后，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简称：乐视网 3，股票代码：400084。 2021 年 4 月 2

日，北京证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乐视网存在虚假陈述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对乐视网、贾跃
亭等十五名被告作出行政处罚。

本诉中， 虚假陈述事实主要涉及乐视网 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文件及 2010 年至
2016年年报、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等。 原告作为乐视网二级市场投资者，认为乐视网虚假陈述
行为致其权益受损，要求乐视网承担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责任；贾跃亭等十四名自然人作为虚假陈
述过错责任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公司等三家证券公司及三家会计师事务所因未勤勉尽责、未能
发现乐视网财务造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为乐视网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联席主承销商之一，非保荐机构。 因上述案件尚

未开庭，最终涉案金额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无法判断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公司目前财
务状况稳健，经营正常。 本公司将依法积极应诉，并按相关规定对本案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426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编号：临 2022-003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产品研发成功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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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 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相关媒体披露了《关于新产品研发成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现补充披露
风险提示内容：

1、新产品对公司 2022 年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碳酸甲乙酯和碳酸二乙酯为公司中试实验产品，中试系统尚处于进一步优化中，未来销售情况和

市场的满意程度仍待观察，存在新产品市场推广风险，对公司 2022 年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产品依然是肥料、有机胺、醋酸及衍生品、己二酸及中间品、

多元醇等。 公司目前虽已进入锂电池电解液溶剂行业，但锂电池电解液溶剂产品营业收入占比较小。
3、行业风险
近期市场上发布的新能源相关产品投产计划较多， 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行情变化均存在不确定

性，未来碳酸酯行业可能面临较为激烈的竞争，进而影响产品市场供需状况及价格，可能导致产品盈
利状况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2-005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国务院国资

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近日，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湖北能源”）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批复》（国资考分〔2022〕20号）。 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湖北能源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同时
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7 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2-002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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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月 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浙江华
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债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
公开发行 A股可转债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
后另行公告。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222 证券简称：济民医疗 公告编号：2022-006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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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工作人员疏忽，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内容（金额单位）
有误，现更正如下：

修改内容 原文 更正后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一） 公司全资子公司聚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
全注射器（针）产品全年实现销售约 6 亿支，实现
净利润约 15,220亿元，较上年增长幅度较大；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聚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
全注射器（针）产品全年实现销售约 6 亿支，实
现净利润约 15,220万元，较上年增长幅度较大；

除上述事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对我们工作疏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8 日

股票代码：600188 股票简称：兖矿能源 编号：临 2022-003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山东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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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兖矿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21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山能集团函〔2022〕5号），主要内
容如下：

同意公司实施 2021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应严格按照中国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印
发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2006〕175 号)、《关于规范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分配〔2008〕171号)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6 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省属企业上市公
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意见》(鲁政办字〔2018〕225号)等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规章
制度，完善决策审批程序，确保股权激励计划积极稳妥推进。

公司 2021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将
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严格按照境内外上市地监管规定履行后续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

特此公告。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7 日

特别提示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合股份”、“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600 万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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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6 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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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600 万股，
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1,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42.14 元 / 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321845%。

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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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含
70%），但未达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2、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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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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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同已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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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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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股份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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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205
末“5”位数 59381，09381，41070
末“6”位数 329751，829751
末“7”位数 5429963
末“8”位数 85931294，98431294，73431294，60931294，48431294，35931294，23431294，10931294
末“9”位数 06098938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百合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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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1,000 股百合股份 A 股股票。

发行人：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8 日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纳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 2,350.88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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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注册
（证监许可〔2021〕39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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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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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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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117.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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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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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88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670.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5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2,350.880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采纳股份”股票 670.0000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年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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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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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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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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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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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87,466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68,808,626,500 股，配号总数为 137,617,253 个，配号起始号
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13761725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采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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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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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后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470.2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210.68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40.2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 发 行 数 量 的 48.50% 。 回 拨 后 本 次 网 上 定 价 发 行 的 中 签 率 为
0.0165705967%，申购倍数为 6,034.79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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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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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8 日

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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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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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上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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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4127号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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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
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及中信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00,000.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60,000.0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3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
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0,000.0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30.00%。因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12,0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8,0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20.00%；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为140,00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5.00元/股。发行人于2022年1月17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晶科能源”股票28,00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1月1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2年1月19日（T+2日）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2年1月1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5.00元/股与获配股份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新股
认购资金与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需一并划付。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付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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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
票由中信建投证券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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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公募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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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 “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
于2022年1月20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未被抽
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在线
签署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
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
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
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
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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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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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
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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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548,276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280,708,746,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9974752%。配号总数为561,417,492个，号码范围
为100,000,000,000-100,561,417,49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晶科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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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1,00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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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14,00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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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0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42,00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3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0.1496212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1月18日（T+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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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1月19
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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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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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５，８４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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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３８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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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奕东电子”，
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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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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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４０万股。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７．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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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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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
为８７６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２９．４９２３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３５％。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４４６．５０７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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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２１．３０７７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２．４８％；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１，４８９．２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７．５２％。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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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５５．２００５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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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２．１５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２，８３９．１５７７万股 ，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２．４７％；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５７１．３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总量４７．５３％。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０１８２６４００％，有效
申购倍数为４，９５４．７５３１８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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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招商资管奕东电子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奕东电子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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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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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９．４９２３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７．３５％。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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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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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东电子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４，２９４，９２３ １５９，８９９，９８３．２９ １２个月

总计 ４，２９４，９２３ １５９，８９９，９８３．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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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５４９，７６９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９５１，２１７，８９９．８７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６３，７３１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６，０９５，７０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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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３９１，５７７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０５７，０１８，４１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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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４２，８９０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１％，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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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７３１股，包销金额为６，０９５，７０５．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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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８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配资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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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１１１号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６、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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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