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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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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 6,500 万元至 8,00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亏
损 6,600 万元至 8,100 万元。

2、公司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1）公司主营游戏业务发生亏损，预计亏损 7,000 万至
8,000 万元，减少公司净利润 7,000 万元至 8,000 万元；（2）预计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下确
认的亏损 970 万元左右；（3） 预计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减少公司净利润 1,300 万元左右；
（4）公司参股公司分红，增加公司净利润 2,624 万元；（5）公司获得银行理财收益、持有的交易
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持有的股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合计净增加非经常性损
益约 100 万元。

3、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将继续出现亏损的情况且营业收入低于
人民币 1 亿元。 公司股票在 2020 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第 9.3.11 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持续亏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6,500 万元至 8,000 万
元；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亏损 6,600 万元至 8,100 万
元；

3、实现营业收入 1,550� 万元左右；
4、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1,050� 万元

左右；
5、净资产 167,800� 万元左右。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46.1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410.51 万元；营业收入：1,234.16 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1,022.02 万元；净资产 175,180.13 万元。

（二）每股收益：-0.03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主营游戏业务发生的经营亏损
预计本期公司与游戏及广告业务相关的净利润亏损 7,000 万元至 8,000 万元， 减少公司合

并净利润 7,000 万元至 8,000 万元。
2、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亏损
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紫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的上海盛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持续低迷并出现大幅亏损，本期预计权益法下确认的亏损 970 万元左右。
3、参股公司分红
公司参股的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分红增加公司合并净利润约 2,234 万元；公司其他参股

公司分红增加公司合并净利润约 390 万元。
4、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预计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将减少公司合并净利润约 1,300 万元。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预计本期非经常性损益约 100 万元，主要是：公司获得银行理财收益、持有的交易性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预计增加公司合并净利润约 1,560 万元；公司持有的杭州威佩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预计减少公司合并净利润约 1,400 万元。

四、风险提示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2、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

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五、其他说明事项
1、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1 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公司股票在 2020

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2021 年度业绩
将继续出现亏损的情况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 年 1 月修订）第 9.3.11 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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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一次

风险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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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
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
算，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将继续出现亏损的情况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 依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第 9.3.11 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低于人民币 1 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 12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
理。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将继续出现亏损的情况且营业收入低于人
民币 1 亿元，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2-08）。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第 9.3.11 条
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1 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其他说明
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2 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的规定，若公司出现第 9.3.11 条第一款第（一）项情形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将在公司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的决定。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指定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7 日

2022 年 1 月 28 日 星期五
制作 闫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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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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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４，０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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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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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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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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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１．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１０．００％，全部
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４０，００１．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６，００１，５００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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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资产管理计划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００１，０００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有）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０００，５００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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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７，２０７，０００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８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８０１，５００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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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０日
（Ｔ＋２日）刊登的《华兰生物疫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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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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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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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路演天下（ｈｔｔｐｓ：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２月７日（Ｔ－１日，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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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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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生物”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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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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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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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三元生
物”，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２０６”。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１０９．３０元 ／股，
发行数量为３，３７２．１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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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６０５０万股回拨至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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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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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１．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６１．０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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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８，９２６．６５５４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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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即６，７４４，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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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６．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６３５．４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０６４４８６４％，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２４５．３５５０４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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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７０，９５３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７２３，７６５，１６２．９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５８３，５４７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６３，７８１，６８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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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６６，５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８９８，１５８，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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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网下发行共有１，７３９，４７１股的限售期为６个月，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６２％，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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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３，５４７股，包销金额为６３，７８１，６８７．１０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１．７３％。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８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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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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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５、８６４５１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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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日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信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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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科创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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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7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亚信安全”，扩位简称为“亚
信安全”，股票代码为“68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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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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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基本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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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1元 /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 40,010,000 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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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400,010,000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001,500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15.00%。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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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601,400 股，约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14.00%，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400,100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 网上、 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7,607,100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 80.23%； 回拨机制启动
前，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6,801,500 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
19.77%。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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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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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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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1,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4,166,100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 70.23%；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242,500 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7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33916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年 1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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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投机构为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
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为“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截至 2022年 1月 19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
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2年 1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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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中金财富 1, 600, 400 48, 828, 204.00 - 48, 828, 204.00 24个月

2 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4, 001, 000 122, 070, 510.00 610, 352.55 122, 680, 862.55 12个月

合计 5, 601, 400 170, 898, 714.00 610, 352.55 171, 509, 066.55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0,142,554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09,449,322.54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99,946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049,352.46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4,166,1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37,307,711.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3,686,536.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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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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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网下限
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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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末“4”位数 0334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亚信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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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
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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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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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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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1,017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7.12%，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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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 99,946股，包销金额为 3,049,352.46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
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29%，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0.25%。

2022 年 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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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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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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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海饲料”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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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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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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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0,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5.38元/股。

粤海饲料于2022年1月27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粤海饲料”股票3,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的相关规定，并于2022年2月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2月7日（T+2日）16:00前，按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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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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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2年2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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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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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有效报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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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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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962,663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186,084,997,500股， 配号总数为372,169,995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37216999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202.83325倍，高于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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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的有效申购倍数为2,067.61108倍，中签率为0.048364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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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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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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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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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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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微半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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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科创板上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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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4040
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东微半导”，扩位简称为“东微半导体”，股票代码为
“68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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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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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基本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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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
1,684.4092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
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6,737.6367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52.6613万股， 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15.00%。 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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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95.6374
万股，约占初始发行数量的11.61%，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57.0239万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1,059.2718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71.15%；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429.5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28.85%。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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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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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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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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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9,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10.3718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61.15%；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78.4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8.8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197318%。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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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金丰众40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丰众40号”或“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2022年1月19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
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
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1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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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中金财富 505, 322 65, 691, 860.00 - 65, 691, 860.00 24个月
2 中金丰众40号 1, 451, 052 188, 636, 760.00 943, 183.80 189, 579, 943.80 12个月

合计 1, 956, 374 254, 328, 620.00 943, 183.80 255, 271, 803.80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392,321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01,001,730.0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391,679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0,918,270.00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9,103,718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183,483,34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5,917,416.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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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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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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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末“4”位数 0206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东微半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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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
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
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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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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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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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516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01%，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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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391,679股，包销金额为50,918,270.0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2.63%，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
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2.33%。

2022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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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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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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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