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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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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易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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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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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于2022年4月1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819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
宏源承销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必
易微”，扩位简称为“必易微电子”，股票代码为“68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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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基本面、市场
情况、所处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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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55.15元/股，发行数量为
1,726.2300万股，全部为公开新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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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9345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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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内足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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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6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1.31%，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
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63.7185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
为1,090.864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25%；网
上发行数量为440.15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75%。

根据《深圳市必易微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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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3.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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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500股）从网
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37.714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1.25%，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4.3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93.3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38.75%，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4.3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902767%。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5月19日（T+2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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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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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创新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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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必易微科创板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必易微科创板战略配售1号”）。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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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840,919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22,126,682.85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92,081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078,26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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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7,14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517,149,27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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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585,745.98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必易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于2022年5月20日（T+3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二楼摇号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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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必易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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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会保障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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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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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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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467万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08%，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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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81股，包销金额为5,078,26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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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 包销
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53%。

2022年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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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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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8085885、010-88085943

发行人：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5月23日

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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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３，６８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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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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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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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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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８００，０００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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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６，８００，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８４０，０００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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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４７２，０００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０，４８８，０００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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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
（Ｔ＋２日）刊登的《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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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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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４日（Ｔ－１日，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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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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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网，网
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网，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３日

湖北东田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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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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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湖北东田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发行人”、“东田微”）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
年5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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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六家信息披露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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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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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田微
（二）股票代码：301183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0,000股
（四）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20,000,000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

股，无老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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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22.92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30.06

倍，低于2022年5月 10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C39计算
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32.22倍，
亦低于可比上市公司（截至2022年5月10日）2021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
的算术平均值40.84倍，但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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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发行人：湖北东田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当阳市玉泉办事处长坂路南段188号
联系人：张小波
联系电话：0769-22258070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袁辉、彭小勇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2号楼24层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湖北东田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菲菱科思”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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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22]
597号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菲菱科思”，股票代码为“301191”。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1,334.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72.00元/
股。其中，网上发行1,33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5月19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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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0,46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34,593,192.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59,53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5,886,8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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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539股，包销金额为25,886,808元，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2.70%。

2022年5月2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
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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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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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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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井松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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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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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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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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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1,485.7116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74.285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988.0261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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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40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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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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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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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T-1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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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井松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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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及备查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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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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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 81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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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22]
599号文予以注册。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保荐机构”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
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证券” ，东吴证券和南京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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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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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南京腾亚精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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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披露参与战略配售的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获配的股票总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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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1, 81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为7, 240万股。 其中，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90.5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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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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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3.65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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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85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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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
况（如有）将在2022年5月27日（T+2日）刊登的《南京腾亚精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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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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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周二）14: 00-17: 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www .p5w .net）
全景·路演天下（网址：rs .p 5w .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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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中证网，www .cs .com.cn；中国证券网，www .cns tock.com；证券时
报网，www .s tcn.com；证券日报网，www .zqrb.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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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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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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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同意， 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5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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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瑜欣电子
2、股票代码：301107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340.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1,837.00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无老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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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25.64元/股， 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市盈率为25.00倍，低
于2022年5月10日（T-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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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5倍，低于可比公司2021年对应静态市盈率（扣非
后）的算数平均值49.79倍（剔除极值后），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
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高腾大道992号
电话： 023-65816392
传真： 023-65816392
联系人：胡欣睿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

大厦20楼2004室
电话：021-33389888
传真：021-54047982
联系人：任俊杰、陈锋

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5月23日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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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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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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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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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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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22,50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0.00%。 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6,750.0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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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60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15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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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T-1日，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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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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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洛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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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