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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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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焊华通”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４，５４５．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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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２８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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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５４５．３４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５．３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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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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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７．２６７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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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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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３，２４９．９４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９５．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４，５４５．３４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哈焊华通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哈焊华通”股票１，２９５．４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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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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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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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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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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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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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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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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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北交
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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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上交
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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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１５，１８２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１１１，７７９，９２５，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２２３，５５９，８５１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２３５５９８５１。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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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２８．９８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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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
行股份的２０％（向上取整计算，即９０９．１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３４０．８４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２，２０４．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０．０１９７２１７８８１％，申购倍数为５，０７０．５３４１６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
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

华融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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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化学”、“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１２，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
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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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５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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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联合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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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本次发行价格为８．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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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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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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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９７，２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２２，８００，０００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华融化学”Ａ股２２，８００，０００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
１４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华融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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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
数量，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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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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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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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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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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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２，８９９，６６１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１６１，５１５，３２０，５００股。 配号总数３２３，０３０，６４１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３２３０３０６４１。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华融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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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８４．００５２９倍，超过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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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
整数倍，即２４，０００，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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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００，０００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１．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６，８００，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３９．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８９７５５７９４％，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４５１．１８２０６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２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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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灵深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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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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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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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格灵深瞳”， 扩位简称为“格灵深瞳”， 股票代码为
68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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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

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9.49元/股，发行数量为4,624.5205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231.22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 战
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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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371万股，占发行总量的3.29%，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差额79.2889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3,593.9334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35%；网上发行数量为878.6500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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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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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174.73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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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30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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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6.6334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325.95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29.6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61478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3月9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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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 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

确定，主要包括：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截至

2022年3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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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3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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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
数

（万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
售经纪
佣金
（元）

合计（元）
限
售
期

1 海通创新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跟投 151.9371 3.29 59, 999, 960.79 0 59, 999, 960.7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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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0,57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98,386,546.2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38,92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5,231,1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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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66,33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42,605,5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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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6,213,024.11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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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2022年3月
10日（T+3日）上午在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
格灵深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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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格灵深瞳A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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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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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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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9,136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6.93%，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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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924股，包销金额为25,231,108.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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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包销股份的数
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1.38%。

2022年3月1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
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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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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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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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周杰
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报送核查材料及咨询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

021-23219904
发行人：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1日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何氏眼科”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
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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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2〕126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原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050.0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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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1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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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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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0.7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69.25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3,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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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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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氏眼科”股票 869.25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辽宁何氏眼科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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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22 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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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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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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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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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
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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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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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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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691,279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84,203,722,000 股，配号总数为 168,407,444 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16840744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辽宁何氏眼科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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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6.9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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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份 20%（61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1,570.7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1,479.2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
签率为 0.0175675132%，申购倍数为 5,692.32530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T+1 日）上午在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经济参考网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11 日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瑞新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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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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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62 号）。 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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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斯瑞新材”，扩位简称为“陕
西斯瑞新材股份”，股票代码为 68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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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0.48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0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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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5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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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41.8524 万股，占发
行总量的 13.54%。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58.2976
万股已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778.9976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34%； 网上发行数量为 680.1500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66%。

根据《陕西斯瑞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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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投资者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443.42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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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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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3.0476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4%，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1,026.10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395215%。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3 月 9 日（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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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为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发行人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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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期货斯
瑞新材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 2022 年 3 月 2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
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海通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2 年 3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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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余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
（股 ）

获配金额（元 ，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 （元） 限售期 （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000,500 20,965,240.00 0 24

2 海通期货斯瑞新材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418,024 35,820,891.52 179,104.46 12

合计 5,418,524 56,786,131.52 179,104.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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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9,89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6,999,699.6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1,10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35,5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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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30,47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54,983,3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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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925.30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陕西斯瑞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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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斯瑞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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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
棠厅主持了斯瑞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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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斯瑞新材 A 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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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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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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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7922 万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7.18%，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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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05 股，包销金额为 535,580.40 元，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0.13%。

2022 年 3 月 11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
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
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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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电 话 ：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

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11 日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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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