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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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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福元医药”）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2,000万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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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9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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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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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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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
股份。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8,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根据《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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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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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1,2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8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6706069%。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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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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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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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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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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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凤

阳路660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主持了福元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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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数 4796, 6796, 8796, 2796, 0796, 3682
末“5”位数 92521, 72521, 52521, 32521, 12521, 73001, 23001
末“7”位数 7093820, 9093820, 5093820, 3093820, 1093820, 2293305
末“8”位数 75190002
末“9”位数 01710197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福元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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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福元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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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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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412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12,671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1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
下申购。 其余2,40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62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
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账户名称
配售对象
账户

初步询
价时拟
申购价
格（元）

初步询价时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金跃跃 金跃跃 A786673945 14.62 410
2 洪雷 洪雷 A629272777 14.62 410
3 陈林法 陈林法 A192047015 14.62 410
4 何冬海 何冬海 A234421633 14.62 410
5 王育锋 王育锋 A460414352 14.62 410
6 袁仲雪 袁仲雪 A658215054 14.62 410
7 董培琪 董培琪 A244505541 14.62 410
8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7号A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2227291 14.62 410
9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拉普拉斯一号私募投资基金 B882407362 14.62 410
10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赛能证券投资基金 B882796583 14.62 410

11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资本-招享股票中性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B883164705 14.62 410

12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天演

教源投资基金
B883338558 14.62 410

13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中证500指数增强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3373998 14.62 410

14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中证500指数增强证券投资基

金
B883470033 14.62 410

15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享中性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B883613005 14.62 410

16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招阳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17033 14.62 410
17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招阳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17122 14.62 410
18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邑君5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30609 14.62 410
19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邑君12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89161 14.62 410
20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邑君16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89179 14.62 410
21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高节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93364 14.62 410
22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中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764165 14.62 410
23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远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005190 14.62 410
24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远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023960 14.62 410
25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远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048423 14.62 410

26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启航量化500指增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B884078004 14.62 410

27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远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082972 14.62 410
28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自梵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126726 14.62 410

29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致多策略A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B884140259 14.62 410

30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泰阳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185819 14.62 410
31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神州机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190856 14.62 410
32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泰阳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209370 14.62 410

33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致多策略C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B884212941 14.62 410

34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致多策略B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B884214854 14.62 410

35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启航量化500指增2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4226893 14.62 410

36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泰阳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234927 14.62 410
37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善源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299799 14.62 410
38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善源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00223 14.62 410

39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致多策略D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B884301839 14.62 410

40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善源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02160 14.62 410

41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陆享500指数增强A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4330553 14.62 410

42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诺奇500指增2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B884359175 14.62 410

43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诺奇500指增1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B884359955 14.62 410

44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心A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60972 14.62 410
45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心B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69285 14.62 410
46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心C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74565 14.62 410
47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B881691921 14.62 410

48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B881413247 14.62 410

49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B880575839 14.62 410
合计 20, 09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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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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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4,300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社保基金（公募
养老社保类）有效申购数量为1,579,34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30.70%；年金保险资金（年
金保险类）有效申购数量为925,37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17.99%；其他类型投资者（其他
类）有效申购数量为2,639,59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51.31%。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和《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量数（万

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股）

各类投资者初步配

售比例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A类投资者 1, 579, 340.00 30.70% 6, 737, 486 0.04266014% 56.15%

B类投资者 925, 370.00 17.99% 2, 803, 194 0.03029268% 23.36%

C类投资者 2, 639, 590.00 51.31% 2, 459, 320 0.00931705% 20.49%

总计 5, 144, 300.00 100.00% 12, 000, 000 - 100.00%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359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行
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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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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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6451546

发行人：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698.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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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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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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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698.3334万股。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1,619.0334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79.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9.25元/股。

根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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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2.59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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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9.7834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2,428.55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股数的9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4584464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
环节，并于2022年6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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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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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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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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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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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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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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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T日）结束。入围的2,789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10,97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经核查确认：

有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
与网下申购，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300
2 庄培 庄培 300

剩余2,78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0,96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
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3,278,56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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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股数
计算数量时精确到个股， 剩余零股按不同配售类型分配给申购数量最大的投资
者；当申购数量相同时，剩余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记录为准） 的配售对象。 若由于获配零股导致超出该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
量，则超出部分顺序配售给下一位，直至零股分配完毕。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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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
社保基金（A类） 990,370 30.21% 1,352,424 50.13% 0.01365574%

年金、保险资金
（B类） 435,900 13.30% 357,463 13.25% 0.00820057%

其他投资者
（C类） 1,852,290 56.50% 987,947 36.62% 0.00533365%

合计 3,278,560 100.00% 2,697,834 100.00% 0.00822872%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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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4股
余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分别配售给同泰产业升级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以及杭州远方长益
投资有限公司，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东扬山
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之附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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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52523613、52523077、52523071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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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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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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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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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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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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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6月22日在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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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 6262

末“5”位数： 14225 39225 64225 89225

末“6”位数： 260461 460461 660461 860461 060461

末“7”位数： 6004458 7254458 8504458 9754458 1004458 2254458 3504458 4754458

末“8”位数： 07794481 32794481 57794481 8279448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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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7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A股股票。

发行人：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成都盛帮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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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盛帮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帮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1,28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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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648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或“国金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287万股，本次
发行价格为4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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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安
排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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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数的差额64.35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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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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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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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25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 网上发行数量为366.75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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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盛帮股份”股票366.7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6月24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成都盛帮密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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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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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盛帮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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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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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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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有效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245,878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35,928,410,500股， 配号总数为 71,856,821个 ， 配售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07185682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成都盛帮密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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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6.43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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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份的2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662.8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24.1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73720460%，有效申购倍数为5,756.37435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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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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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盛帮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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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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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７号文予以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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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６６６．６７万股，其中网上发行１，６６６．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９．９９８８％，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５００股的余股２００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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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４日举
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４日（周五）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全景·路演天下（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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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３日披露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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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
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上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３日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亦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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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７
号文予以注册，《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 及附件披露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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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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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
１、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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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
发行数量为 １，６６６．６７万股 ， 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６６６．６５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８％，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５００股的余股２００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
责包销。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２、本次发行价格为４６．０６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Ｔ日（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Ｉ６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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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３．５９倍、最近一个月滚动平均市盈率４３．９２倍
（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Ｔ－３日））。 本次发行价格４６．０６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６．５３倍， 不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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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滚动平均市盈率（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Ｔ－３日））。

３、投资者在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日（Ｔ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上发行
申购日为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日（Ｔ日），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４、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５、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９日（Ｔ＋２日）公告的《北京中亦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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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９日
（Ｔ＋２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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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股份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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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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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发行股数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１，６６６．６７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公司股东不在本次发
行过程中进行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 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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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４６．０６元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日（Ｔ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且在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３日（Ｔ－２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含Ｔ－２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１８］２７９号）的规定。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年修订 ）》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权限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日（网上申购日为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１１号粮科大厦３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２３７３７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２号凯恒中心Ｂ座１０层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１、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２

发行人：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３日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明利”、“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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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112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
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德明利于
2022年6月22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德
明利”A股股票2,000万股。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中止发行等方
面的规定，并于2022年6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为26.54元/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2022年6月22日（T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2年6月24日（T+2日）公告的《深圳市德

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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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

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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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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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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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网上定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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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6,630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45,194,257,500股，配号
总数为290,388,515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90388515。 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0.0137746495%，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7,259.71288倍。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6月23日（T+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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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6月24日（T+2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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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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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同意，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6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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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
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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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简称：润贝航科
（二）股票代码：001316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000.00万股，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投资风险。 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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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俊锋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塘朗车辆段旁塘朗城广场（西区）A

座3901
电话：0755-81782356
联系人：徐烁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26层
保荐代表人：于松松、程久君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