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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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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2,640.000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1年11月5日经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2021年12月28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4121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640.0000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9.30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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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0元/股，本
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3,7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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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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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万元”，本次发行保荐
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无锡国
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05.6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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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国联华康医疗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华康医疗专项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78.8804万股，与初始预
计认购股数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96.000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15.00%。
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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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804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2.99%；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05.60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的4%。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11.5196万股回拨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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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2.319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58%；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673.2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7.42%。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455.5196�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华康医疗于2022年1月1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华康医疗”股票673.2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2022年1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武汉华康世纪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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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T+2日）
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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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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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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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足1股向上取整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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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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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获配股票的限售期
为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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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
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
减持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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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
板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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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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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网上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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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4,46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67,599,355,500股，配号总数为135,198,711个，配
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3519871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武汉华康世纪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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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1.49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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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491.1500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91.169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总量的52.5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64.3500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47.42%。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72242766%，申购倍数为5805.759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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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年1月21日（T+2日）在巨潮资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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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月20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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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0年11月9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1〕3836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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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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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4.3400万股。其中初始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04.717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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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17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392.773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96.8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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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8.68元/股。
根据《广东纬德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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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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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81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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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
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99.0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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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773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795.8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0.0276823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1月2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2年1月20日（T+2日）16:00前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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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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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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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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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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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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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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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
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
中信证券IPO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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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养老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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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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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
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行为的投资者，将
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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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 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

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根据2022年1月17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
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047,170 30,032,835.60 - 24个月
合计 1,047,170 30,032,835.60 -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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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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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数 1658，6658
末“5” 位数 31660，51660，71660，91660，11660，29173，79173
末“6” 位数 852661，652661，452661，252661，052661，756959

末“7” 位数 9247154，7997154，6747154，5497154，
4247154，2997154，1747154，0497154

末“8” 位数 4344153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纬德信息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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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500股纬德信息A股股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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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

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
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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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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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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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8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
的28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80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
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4,418,35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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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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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7,680 46.57% 8,292,579 69.47% 0.04030062%

B类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金） 18,630 0.42% 75,053 0.63% 0.04028610%

C类投资者 2,342,040 53.01% 3,570,098 29.91% 0.01524354%
合计 4,418,350 100.00% 11,937,730 100.00% 0.02701853%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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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的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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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1月24日
（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广东纬德信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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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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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 3699
联系邮箱：project_wdxxecm@citics.com

发行人：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0日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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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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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
席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或“平安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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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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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铜冠铜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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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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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９３、３７９３、６８３２

末“５”位数： ９８１７９、１８１７９、３８１７９、５８１７９、７８１７９、４０７３６

末“６”位数： ３２１２１０

末“７”位数： ２６１０４８５、７６１０４８５、３０００５７０

末“８”位数： ３３９９５４１６、５８９９５４１６、８３９９５４１６、０８９９５４１６

末“９”位数： ３２３６２１９３３、０５０５９６２２５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安徽铜冠铜箔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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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７１８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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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２０，７２５．３８８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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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３４号）。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
席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或“平安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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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０，７２５．３８８６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７．２７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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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１７．２７２３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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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上［２０２１］
９１９号）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
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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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国泰君安君享创业板铜冠铜箔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铜冠铜箔１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１２．４１４５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１０８．８０８２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１２．４１４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９％。 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６９６．３９３７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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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８９．６７４１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２．６５％；网上发行数量为３，５２３．３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１７．３５％。 根据《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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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５８．４７４６７倍，高于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４，０６２．６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７２７．０７４１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２．６５％；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５８５．９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７．３５％。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６１３４５２８５％，申购倍数为２，７６７．４３６１４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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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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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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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铜冠铜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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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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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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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冠铜箔１号资管计划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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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届满
后， 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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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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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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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创
业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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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情况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日（Ｔ－２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７．２７元 ／股，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四个值”的孰低值，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证裕投资初
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铜冠铜
箔１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１２．４１４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９％。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３日（Ｔ－３日），证裕投资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１５，０００
万元，铜冠铜箔１号资管计划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７，１２２．４０万元。初始缴款
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４
日（Ｔ＋４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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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１ 铜冠铜箔１号资管
计划 ４１２．４１４５ ７，１２２．３９８４ １２个月

总计 ４１２．４１４５ ７，１２２．３９８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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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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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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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
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８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２３８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００６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

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２２，２９５，９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安徽铜冠铜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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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布的网下
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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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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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的比

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１６，９０１，４５０ ７５．８１％ ９６，５２１，０８４ ７５．８４％ ０．０５７１０８３６％

Ｂ类投资者 １５６，６４０ ０．７０％ ８９４，１４０ ０．７０％ ０．０５７０８２５７％

Ｃ类投资者 ５，２３７，８１０ ２３．４９％ ２９，８５５，５１７ ２３．４６％ ０．０５６９９９３５％

总计 ２２，２９５，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７，２７０，７４１ １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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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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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１、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２、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６５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