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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 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
后， 易方达中证长江保护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基金托管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本
次发行价格为 5.00 元 / 股，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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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获配结果披露如下表：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易方达中证长江保护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3,000 1,065,000.00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0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基金经理助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公司聘任张湛为易方达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的
基金经理助理。 上述调整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0 日

附简历：
张湛先生，理学硕士，具有 13 年证券从业经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曾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数量化投资研究员、量化研究员、投资经理。

关于博时中证湖北新旧动能转换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博时中证湖北新旧动能转换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湖北
ETF”）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2 号———流
动性服务》 等有关规定， 自 2022 年 1 月 24 日起， 本公司选定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湖北
ETF（基金代码：159743）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0 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批复》（证
监许可 [2021]� 2709 号），核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子公司名称为博时财
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深圳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业务范围为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
许可证》，并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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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已于
2021年11月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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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21年12月2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
4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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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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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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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1,684.4092万股，占发
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
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52.6613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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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002.2479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70.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429.5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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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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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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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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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微半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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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及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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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0日

江苏骏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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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成科技”、“发行人”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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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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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
1,814.6667万股，发行价格为37.75元/股。其中，网上发行1,814.65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99.9991%。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余股167股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的
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根据《江苏骏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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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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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持了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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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5
末“5”位数 47315、97315
末“6”位数 186976
末“7”位数 7622682、9622682、1622682、3622682、5622682、4502635、9502635
末“8”位数 17409342、37409342、57409342、77409342、97409342、81245525、31245525
末“9”位数 227201504、14111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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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9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江苏骏
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2年1月20日（T+2日）公告的
《江苏骏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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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相关规定。2022年1月20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
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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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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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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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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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0日

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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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３，３７２．１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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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７３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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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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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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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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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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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山东三元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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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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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３，３７２．１０万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公开
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３，４８８．３８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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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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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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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数量为１６８．６０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
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２４２．４９５０万股，约占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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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１．００００万
股，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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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将在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６日（Ｔ＋２日）刊登的《山东三元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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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Ｔ－１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Ｔ－１日，周五）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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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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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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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朴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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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
〔2021〕4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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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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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本次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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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370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58%。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92.6295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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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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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6295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1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65.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7.89%。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742.6295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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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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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朴检测”股票765.0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实朴检测技术（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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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朴检测技术（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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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计划为富诚海富通实朴检测1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其获配股
票的限售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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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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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7,850户，有效申购股数为77,877,030,000
股，配号总数为155,754,060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5575406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实朴检测技术（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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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0.00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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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548.5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1,429.079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2.1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313.5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7.89%。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中签率为0.0168669761%，申购倍数为5,928.7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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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于2022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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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朴检测技术（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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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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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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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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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４０３１号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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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１．００００
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４０９．６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战略
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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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２３２．０３３０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５０％，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１７７．６１７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８０２．５６７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２．１３％；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６９６．４０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７．８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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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８８元 ／股。
根据《浙江臻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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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臻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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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０６．８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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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
整数倍，即２４９．９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１，５５２．６６７０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２．１３％；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４６．３０００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７．８７％。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０１５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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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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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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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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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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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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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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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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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
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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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元）

合计（元 ）
限售期
（月）

中信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 ９６９，６１８ ３．５５ ５９，９９９，９６１．８４ － ５９，９９９，９６１．８４ ２４

中信证券臻镭科
技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１，３５０，７１２ ４．９５ ８３，５８２，０５８．５６ ４１７，９１０．２９ ８３，９９９，９６８．８５ １２

合计 ２，３２０，３３０ ８．５０ １４３，５８２，０２０．４０ ４１７，９１０．２９ １４３，９９９，９３０．６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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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浙江臻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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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００，７４００，３７５０
末“６”位数 ２３９９２７
末“７”位数 ７８８２９０９，９８８２９０９，５８８２９０９，３８８２９０９，１８８２９０９
末“８”位数 ３１１１１０７６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臻镭科技首次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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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９２６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臻镭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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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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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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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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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１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５０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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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５１，７９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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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８１，７６０ ６０．２７％ １０，７６１，４１６ ６９．３１％ ０．０４５１８２６２％
Ｂ类投资者 ２５，７３０ ０．６５％ １１６，２２１ ０．７５％ ０．０４５１６９４５％
Ｃ类投资者 １，５４４，３００ ３９．０８％ ４，６４９，０３３ ２９．９４％ ０．０３０１０４４７％

合计 ３，９５１，７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５２６，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９２９０２２％
其中余股６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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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披露的《浙江臻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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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ｌｋｊ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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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于 2021 年 8 月 6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
过，并已于 2022 年 1 月 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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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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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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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 40, 010, 000 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10.00%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 001, 500 股， 占发行数量的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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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7, 207, 000 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6, 801, 500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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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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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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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T-1 日）14: 00-17: 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 how .s s e 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 how .cns 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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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信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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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 s e .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