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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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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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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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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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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2, 913.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8.39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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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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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安信证
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投资” ）不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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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资管嘉戎技术高管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 ）和军民
融合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发展基金” ） 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10.6538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4.10%。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71.946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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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2462万股，约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2.06%；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99.10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27.94%。根据《厦门嘉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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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79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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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
数倍，即500.50万股）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 302.7462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52.06%，约占本次总发行数量的44.7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 199.6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47.94% ，约占本次总发行数量41.18% 。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04548983%，有效申购倍数为4, 888.8045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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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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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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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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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方面，资管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发展基金获配股票限售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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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发展基金承诺，限售期结束后一年内，其减持的股
票数量合计不超过本次获配数量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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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
象深交所、上交所、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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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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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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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安信投

资不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50.1693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的5.16%；发展基金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60.484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8.94%。
综上，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资管计划和发展基金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10.6538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14.10%。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71.9462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

详见2022年4月11日（T-1日）公告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嘉戎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2年4月8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38.39元/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111, 830.07万元。
截至2022年4月6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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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限售期（月）

1 军民融合发展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260.4845 99, 999, 999.55

12（限售期结束后一年内，其
减持的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本

次获配数量的30%）

2 安信资管嘉戎技术高管参与创业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0.1693 57, 649, 994.27 12

合计 410.6538 157, 649, 99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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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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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
下申购投资者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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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230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5 , 16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3, 183, 990万股，为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 631.30万股的1, 951.81倍，为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1, 302.7462万股
的2, 444.06倍。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厦门嘉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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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3, 183, 990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
各类投资者的申购和初步获配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占有效申购总量
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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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31, 920 44.97% 9, 224, 804 70.81% 0.06442262%

B类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25, 460 0.80% 130, 257 1.00% 0.05116143%

C类投资者 1, 726, 610 54.23% 3, 672, 401 28.19% 0.02126943%

合计 3, 183, 990 100.00% 13, 027, 462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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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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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股1, 646股按照《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A类申购数量最大且申购序号最前的配售对象“财通资管价
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本公告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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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1-35082551、010-83321320、0755-8321881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4日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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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戎技术”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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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4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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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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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
证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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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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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嘉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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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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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持
了厦门嘉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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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6548

末“6” 位数： 418143、668143、918143、168143

末“7” 位数： 0438262、2438262、4438262、6438262、8438262

末“8” 位数： 49530043、74530043、99530043、24530043

末“9” 位数： 019997200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厦门嘉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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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99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4日

清研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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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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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研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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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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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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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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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清研环境 ”、“发行人 ”或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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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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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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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研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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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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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持了
清研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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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８７
末“５”位数 ３９８２０、５９８２０、７９８２０、９９８２０、１９８２０、５２１７９、７７１７９、０２１７９、２７１７９
末“６”位数 ９７２６８５、４７２６８５
末“７”位数 ７４３２３１７、９４３２３１７、１４３２３１７、３４３２３１７、５４３２３１７、８５８２５４４、１０８２５４４、３５８２５４４、６０８２５４４
末“８”位数 ５７４１３６３８、０７４１３６３８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清研环境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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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０１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清研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４日

清研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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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研环境”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２，７０１．００万股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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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５４３）号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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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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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７０１．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１９．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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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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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初始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４０５．１５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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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５１８０万股 ，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８．１３％，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８５．６３２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７９２．７３２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２．２４％；网上发行数量为６８８．７５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７．７６％。 根据
《清研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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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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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１９．０３９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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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６．３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９６．４３２０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２．２４％；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８５．０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４７．７６％。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２９１０９９７％，有效申购倍
数为５，１８３．７３７６５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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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研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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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２２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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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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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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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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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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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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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５１８０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８．１３％，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１９．５１８０万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８．１３％，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８５．６３２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

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１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
师事务所关于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
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６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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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限（月）

１ 中信建投清研环境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９３５，４６３ １７，８５７，９８８．６７ １２
２ 中信建投清研环境２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５９，７１７ ２４，０４７，９９７．５３ １２

合计 ２，１９５，１８０ ４１，９０５，９８６．２０ －
注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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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２：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８日（Ｔ＋４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者缴款

原路径退回。
（三）战略配售股份回拨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４０５．１５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１９．５１８０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３％。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１８５．６３２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四）限售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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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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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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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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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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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２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全部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中，２３９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１３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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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申购数量为３，８６４，０３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清研环境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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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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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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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３０，５００ ４２．２０％ ９，２０５，１８５ ７１．００％ ０．０５６４５６２１％
Ｂ类投资者 １８，９５０ ０．４９％ ３６，２８９ ０．２８％ ０．０１９１４９８７％
Ｃ类投资者 ２，２１４，５８０ ５７．３１％ ３，７２２，８４６ ２８．７２％ ０．０１６８１０６２％

总计 ３，８６４，０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９６４，３２０ １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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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余股１，０４０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全国社保
基金六零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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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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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２号凯恒中心Ｂ座１０层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７、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８
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４日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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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药康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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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542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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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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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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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 000.00万股。 初始战
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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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22, 172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0.04%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
额2, 477, 828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36, 477, 828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1.10% ；网上发行数量为8, 500, 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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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44, 977, 828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22.53元/股。
根据《江苏集萃药康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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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集萃药康生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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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 76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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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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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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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979, 828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10%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 998, 000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9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063817% 。

本次发行缴款环节的重点事项，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集萃药康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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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2年4月14日（T+2日）16: 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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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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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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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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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下发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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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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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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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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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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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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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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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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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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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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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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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进行药康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

行摇号抽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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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2537，5037，7537，0037

末“6” 位数 000666，200666，400666，600666，800666，539514

末“7” 位数 3675264，8675264，4318831

末“8” 位数 54649756，60873760，31776219，43757214，1747603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药康生物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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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96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药康生物A股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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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2021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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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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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T日） 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23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 5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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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51, 36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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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量的比

例
配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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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93, 460 47.30% 22, 673, 584 70.90% 0.07100000%

B类投资者 46, 240 0.68% 175, 928 0.55% 0.03805061%

C类投资者 3, 511, 660 52.01% 9, 130, 316 28.55% 0.02600000%

合计 6, 751, 360 100.00% 31, 979, 828 100.00% -

注1：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响。
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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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

均衡价值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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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15日（T+3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
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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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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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2.53元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112, 650.00万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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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
4% ，但不超过人民币6, 000万元，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6, 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2, 000, 000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
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4月18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
回。

华泰集萃药康翔鹰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6, 843.00万元，共获配3, 022, 172股，获配金额为68, 089, 535.16
元，对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340, 447.68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认购资
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4月18日（T+4日）
之前依据华泰集萃药康翔鹰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 000, 000 45, 060, 000.00 - 24

华泰集萃药康翔鹰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3, 022, 172 68, 089, 535.16 340, 447.68 12

合计 5, 022, 172 113, 149, 535.16 340, 447.68 -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71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座

发行人：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14日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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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集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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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泰联合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英集
芯” ，扩位简称为“英集芯科技” ，股票代码为68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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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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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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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元/股，发行数量为4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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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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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至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330,024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7.93%。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969,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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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数量为31,529,976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1.54%；网上发行数量为7,140,000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8.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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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38,669,976股。

根据《深圳英集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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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86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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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
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86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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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62,976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5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007,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28.46%。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983981%。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4月1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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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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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跟

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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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英集芯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为华泰
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组成。

截至2022年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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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创新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主承销
商将在2022年4月14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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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 168.0000 4.00 40,706,400.00 - 40,706,400.00 24个月

2

华泰英集芯
家园 1号科
创板员工持
股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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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024 3.93 39,980,081.52 199,900.41 40,179,981.93 12个月

合计 - 333.0024 7.93 80,686,481.52 199,900.41 80,886,381.93 一

2、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548,27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55,584,703.2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58,72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114,906.75
3、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7,662,97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70,273,908.48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3,351,3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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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限售账号摇号结果
根据《深圳英集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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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集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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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2022年4月13日（T+3日）上午
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英集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限售账号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
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9
末“4”位数 1701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英集芯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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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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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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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64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10%，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5.08%。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
详见“附表：英集芯网下摇号中签配售明细” 。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458,725股，包销金额为11,114,906.75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1.1863%，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1.0922%。

2022年4月14日（T+4日），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协议》与《承销协议》的
约定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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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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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

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81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座20层

发行人：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