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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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臻镭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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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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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臻镭科技”，扩位简称为“浙江臻镭科技股份”，股票代码为“６８８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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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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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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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８８元 ／股，发行数量为２，７３１．０００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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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９．６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１５．０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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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汇至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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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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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９６．４０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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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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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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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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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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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臻镭科技员工资管计划”）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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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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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臻镭科技员
工资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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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９，２８１，７５４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７４，３５４，９３７．５２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８１，２４６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１，２１５，５０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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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２６，６７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９６０，７９０，３３９．６０
３、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４，８０３，９５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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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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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浙江臻镭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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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末“４”位数 ２７４６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臻镭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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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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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６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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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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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１０９．１２４６万股，约占本次网
下发行总量的７．０３％，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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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２４６万股，包销金额为１１，２１５，５０２．４８元，包销股份数
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７３％，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
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０．６６％。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４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
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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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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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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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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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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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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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铜冠铜箔”，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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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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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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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投资
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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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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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２０，３１２．９７４１万股，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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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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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数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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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Ｔ＋２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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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７．２７元 ／ 股，不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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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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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４１４５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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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０．００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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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１ 铜冠铜箔１号资管计划 ４，１２４，１４５ ７１，２２３，９８４．１５ １２个月

总计 ４，１２４，１４５ ７１，２２３，９８４．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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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４８９，１９５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３０３，６９８，３９７．６５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６９，８０５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６，３８６，５３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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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２７０，７４１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１９７，９６５，６９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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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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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３０，２３７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６．１４％。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本次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３６９，８０５股，包销金额为６，３８６，５３２．３５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
为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４日（Ｔ＋４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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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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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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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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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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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新闻网 ，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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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东电子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１２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２３３，６００，０００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５８，４００，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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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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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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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４４６５元 ／ 股 ；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Ｃ３９）”。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计算
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Ｃ３９）”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４９．８８倍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Ｔ－３日 ）。 本次发行价格３７．２３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５０．７４倍，高于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２０２０年平均扣非后静态市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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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发行人：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东莞市东城区同沙科技工业园
联系人：谢张
电话：０８６－７６９－３８８３０８２８
传真：０８６－７６９－３８８３０８２９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１１１号招商证券大厦２６楼
保荐代表人：章毅、刘光虎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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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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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纬德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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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6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纬德信息”，扩位简称为“纬
德信息”，股票代码为“68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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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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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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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8元/股，发行数量为2,094.3400
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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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汇至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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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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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99.0000万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93.773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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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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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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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跟投机构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证投资”），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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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中证投资最终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1、缴款认购股数（股）：1,047,170
2、缴款认购金额（元）：30,032,8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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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6,64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227,336,207.2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31,85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913,5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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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7,73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42,374,09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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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872.03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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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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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纬德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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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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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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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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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836,387股，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7.01%，约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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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54� 股，包销金额为 913,572.72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1601%，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1521%。

2022年1月2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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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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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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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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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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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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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4030号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骏成科技”，股票代码为“3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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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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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 2022年1月20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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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9,13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80,977,233.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7,36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053,1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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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
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
为107,368股，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余股为167股，两者
合计为107,535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最终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07,
535股，包销金额为4,059,446.25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比例为0.59%。

2022年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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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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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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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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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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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广东和新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广东和新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东和新”）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已实际为广东和新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简介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和新科技有限公司向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公司
对上述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于近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2021 年 5 月 25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集团公
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融资担保需求，预计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20,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1-010）。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和新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6,350 万元
3、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 1933 号 1004 房、1005 房、1006 房
4、法定代表人：刘卫国
5、经营范围：通信设备、移动通信终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发射设

施）、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其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信息服务
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和移动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
疗器械、电子公告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的服务项目，凭本公司有
效许可证书经营）；劳务派遣、施工劳务；室内水电及空调技术服务；通信设备租赁及维修业

务；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通信网络维护、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电子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
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房屋、场地租赁，通信设施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该企业经营范
围由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核准）

6、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66,210,532.54 473,580,015.71
负债总额 389,499,006.22 278,983,776.72
资产净额 176,711,526.32 194,596,238.99
项目 2020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1 年 1-9 月（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509,460,551.41 425,402,884.01
净利润 10,277,023.13 17,774,423.7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保证金额：3,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限：保证期间为三年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及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其经营状况稳定， 资信情况良好， 公司对其拥有控制

权，能够有效的控制和防范风险。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次担保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
有效期内，审批程序合法，符合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担保总额指董事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
实际发生余额之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2.17%；公司为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
额为人民币 4,0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9%。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
形。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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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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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735,347 股，限售期为 12 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

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44,476,770 股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7 日 (因 2022 年 2 月 1 日为非交易日且叠加春节假

期因素，故顺延至 2022 年 2 月 7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年 12月 2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662号），同意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众医疗”或“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2,032,257 股，并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88,129,027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9,750,953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79.1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378,0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8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和战略配售股份， 共涉及限售
股股东或主体 16 名，对应限售股股份数量总计 46,212,1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44%。 其中，
战略配售股份 1,735,3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7%；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
股数量为 44,476,7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7%。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 46,212,117 股， 限售期均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现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2 年 2 月 7 日起上市流通 (因 2022 年 2 月 1 日为
非交易日且叠加春节假期因素，故顺延至 2022 年 2 月 7 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和战略配售股份， 自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江苏康众数字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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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书》及《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或主体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一）中信证券康众医疗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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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对获配股份
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 Matrix� Future� Limited（即暢城有限公司，全文同）、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君联承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沈文华、天津创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苏州乾
融新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胡杨林智源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HIGHSINO�
GROUP� LIMITED、苏州乾融赢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胡杨林丰益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叶玄羲、苏州工业园区中鑫恒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中鑫恒祺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Victory� Leader� Investment� Limited（即冠偉投資有限公司， 全文
同）、苏州康力君卓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

“本人 / 本单位持有的康众医疗股份，自康众医疗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 / 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康众医疗股份， 也不提议康众医疗
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本人 / 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本人 / 本单位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

机构对股份锁定事项有其他要求， 本人 / 本单位同意对本人 / 本单位所持康众医疗股份的锁
定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或主体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或主体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康众医疗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
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保荐机构同意康众医疗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46,212,117 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735,347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

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44,476,770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7 日 (因 2022 年 2 月 1 日为非交易日且叠加春节假

期因素，故顺延至 2022 年 2 月 7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 市流通 数
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量（股 ）

1 暢城有限公司 13,089,380 14.85% 13,089,380 0

2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965,203 10.17% 8,965,203 0

3 霍尔果斯君联承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55,490 5.74% 5,055,490 0

4 沈文华 3,400,000 3.86% 3,400,000 0

5 天津创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286,069 3.73% 3,286,069 0

6
中信证券－招商银行－中信证券康众医
疗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735,347 1.97% 1,735,347 0

7 苏州乾融新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685,163 1.91% 1,685,163 0

8 苏州胡杨林智源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591,858 1.81% 1,591,858 0
9 HIGHSINO GROUP LIMITED 1,516,647 1.72% 1,516,647 0

10 苏州乾融赢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322,204 1.50% 1,322,204 0

11 苏州胡杨林丰益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969,845 1.10% 969,845 0
12 叶玄羲 889,807 1.01% 889,807 0

13 苏州工业园区中鑫恒祥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881,469 1.00% 881,469 0

14 苏州工业园区中鑫恒祺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881,334 1.00% 881,334 0

15 冠偉投資有限公司 589,807 0.67% 589,807 0

16 苏州康力君卓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 352,494 0.40% 352,494 0

合计 46,212,117 52.44% 46,212,117 0
注：1.持有限售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1,735,347 12
2 首发限售股 44,476,770 12
合计 46,212,117 —

特此公告。

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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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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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并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
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对《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2022 年 1 月）》《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2022 年 1 月）》。
二、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董事李东生先生、沈浩平先生、廖骞先生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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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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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并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
应参与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情请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