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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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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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腾亚精工”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81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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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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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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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保荐机构”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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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和南京证券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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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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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1,81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2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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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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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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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数的差额90.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1,294.15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15.8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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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961.45459倍，超过100倍，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即362万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32.1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
数 量 为 877.85 万 股 ， 占 本 次 发 行 总 量 的 48.50% 。 回 拨 后 本 次 网 上 定 价 发 行 的 中 签 率 为
0.0189897116%，有效申购倍数为5,266.00940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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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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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2年5月27日（T+2日）当日16:00前，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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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应在付款凭证备注栏注明认购所对
应的新股代码，备注格式为 ：“B001999906WXFX301125”，未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致划付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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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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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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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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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配售对象在深交所股票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及北京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北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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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入异常名单的网下投资者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

5.�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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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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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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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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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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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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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收到的最终有效申购结果。 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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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05个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4,8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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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6,4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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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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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类型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1,207,120 42.86 6,578,806 70.58 0.0545000166

B 类投资者 21,430 0.76 69,897 0.75 0.0326164256

C 类投资者 1,587,930 56.38 2,672,797 28.67 0.0168319573

合计 2,816,480 100.00 9,321,500 100.00 0.0330962762
注：若出现合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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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零股18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睿远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的“睿远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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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

见附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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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

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12-62936311、6293631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5-58519322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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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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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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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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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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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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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机构”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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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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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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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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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联
席主承销商于2022年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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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持了南京
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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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2

末“5”位数 61168��73668��86168��98668��11168��23668��36168��48668

末“6”位数 939252��139252��339252��539252��739252��741613��991613��241613��491613

末“7”位数 5150914��7150914��9150914��1150914��3150914��0744136��3244136��5744136��8244136

末“8”位数 17620867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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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
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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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苏州翔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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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翔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楼新材”、“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１８，６６６，６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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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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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发行人股票
简称为“翔楼新材”，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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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３１．５６元 ／股，发行
数量为１８，６６６，６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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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根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跟投。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９３３，３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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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３，３４６，６６７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５，３２０，０００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苏州翔楼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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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１９．０８１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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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３，７３３，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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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１３，１６７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０５３，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９７６１６５２％，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００５．９６５８１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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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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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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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０４，６９９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８４，１８８，３００．４４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４８，８０１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５４０，１５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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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１３，１６７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０３，３９１，５５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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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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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２，８１８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１０．０２％，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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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８０１股，包销金额为１，５４０，１５９．５６元，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２６１４％。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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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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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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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８４
联系邮箱：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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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翔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

苏州宇邦新型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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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宇邦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邦新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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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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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０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６．８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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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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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００万股回
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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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８５９．０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７４１．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２，６０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宇邦新材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６日（Ｔ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宇邦新材”股票７４１．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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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宇邦新型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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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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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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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宇邦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５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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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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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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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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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７４，０６６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５７，９４６，３８０，０００股， 配号总数为１１５，８９２，７６０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１５８９２７６０。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苏州宇邦新型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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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２０．０２４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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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５２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３９．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６１．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１７６１４９７４％，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５９５．２７２０１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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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３０
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
网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苏州宇邦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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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洛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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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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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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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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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2,500.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6,750.0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30.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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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750.0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30.00%。

最终战略投资者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无需向网下回拨。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6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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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5.06元/股。 发行人于2022年5月25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中钢洛耐”A股3,150.00万股。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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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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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9.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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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5.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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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5.00万股 ，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725.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30.00%。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5300948%。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5月2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5月27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5.06元/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应当于2022年5月27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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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5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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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中信建投
证券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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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公募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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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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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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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2年5月30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
售摇号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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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在线提交的《网下投
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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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
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
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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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
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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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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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签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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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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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
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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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承销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
后综合确定，包括：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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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中

钢洛耐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诚通国合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洛阳西苑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洛阳市洛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中国国

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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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

（T-1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的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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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元/股，本次发行

总规模为113,850.00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发行规模人民币10亿元以上、不足人民币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

民币6,000万元，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10,00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9,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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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1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中钢洛耐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10.00%， 即2,250.00
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12,374.80万元。 中信建投中钢洛
耐科创板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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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

计12,374.80万元，共获配22,500,000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5月31日（T+4日）之前将超额
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其他战略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29,000.00万元，本次
获配股数共计36,000,000股，获配金额与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18,307.08万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
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5月31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
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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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获配金额（元 ，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金额（元 ） 限售期

（月）

1 中信建投投资
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 9,000,000 4.00% 45,540,000.00 - 45,540,000.00 24

2
中信建投中钢
洛耐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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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0,000 10.00% 113,850,000.00 569,250.00 114,419,250.00 12

3
中国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
革基金有限公

司

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6,206,897 2.76% 31,406,898.82 157,034.49 31,563,933.31 12

4
国家军民融合
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责任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18,620,688 8.28% 94,220,681.28 471,103.41 94,691,784.69 12

5 诚通国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6,206,897 2.76% 31,406,898.82 157,034.49 31,563,933.31 12

6
洛阳西苑国有
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2,482,759 1.10% 12,562,760.54 62,813.80 12,625,574.34 12

7
洛阳市洛新建
设投资有限公

司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2,482,759 1.10% 12,562,760.54 62,813.80 12,625,574.34 12

合计 67,500,000 30.00% 341,550,000.00 1,480,049.99 343,030,049.99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2年5月26日（T+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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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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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3079，5079，7079，9079

末“5”位数 11144，61144，00165

末“8”位数
28693830，41193830，53693830，66193830，
78693830，91193830，16193830，03693830，

5867620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中钢洛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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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中钢洛耐股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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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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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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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上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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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02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5,71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为有效申购投资
者，网下有效申购数量28,277,99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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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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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8,830 51.48% 77,017,447 69.86% 0.05290085%

B 类投资者 161,610 0.57% 854,837 0.78% 0.05289506%

C 类投资者 13,557,550 47.94% 32,377,716 29.37% 0.02388169%

合计 28,277,990 100.00% 110,25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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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余股1,399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银河文体娱乐主题灵活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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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

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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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于2022年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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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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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5、010-8645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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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华海清科”）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2,666.6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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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 号文注册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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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666.6700
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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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57.3174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数量的 5.9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42.6831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
1,829.3526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90%；网上发行数
量为 680.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10%。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2,509.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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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6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华海清科”A 股 680.0000 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华海清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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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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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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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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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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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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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限售期
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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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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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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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中签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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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572,033 户， 有效申购数量为 21,138,273,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216914%。 配号总数为 42,276,547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一
100,042,276,54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华海清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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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157.3174 万股，与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差额 242.6831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
行数量为 1,829.3526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 680.0000 万股。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1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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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9500 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78.4026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2.9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30.9500 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7.1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40409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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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
签仪式，并将于 2022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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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