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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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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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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文件已于2021年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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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
可〔2022〕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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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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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
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
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及中金公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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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1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1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800.0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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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60.08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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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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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T-1日，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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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奥比中光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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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4日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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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 保荐机构 （联席主 承销商 ）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联 席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 商 ） ：中航证 券有限公 司

特别提示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卓航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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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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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及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
证券”）（海通证券及中航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
商”） 担任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联席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240.0828万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448.016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
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58.5175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6.00%。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则网上网下回拨
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1,343.9653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43%；网上发行数量为537.6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57%。

根据《湖北超卓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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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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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53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188.2000万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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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7653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1.43%，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25.8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38.57%。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湖北超卓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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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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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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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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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由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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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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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限售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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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联席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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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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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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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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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

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有效。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限售期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969, 227 39, 999, 998.29 0.00 24个月
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969, 227 39, 999, 998.29 0.00 24个月

富诚海富通超卓航科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 646, 721 67, 960, 175.67 339, 800.88 12个月

合计 3, 585, 175 147, 960, 172.25 339, 800.88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于2022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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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卓航科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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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数 0547, �5547, �0076
末“5”位数 65025, �15025, �09664
末“6”位数 689870, �939870, �439870, �189870
末“7”位数 6714323, �8714323, �4714323, �2714323, �0714323, 8674084, �3674084
末“8”位数 34883697, �20650192, �36894943, �1871056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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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500股超卓航科A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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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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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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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25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25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
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3,561,0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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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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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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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45, 440 51.82% 821.0125 71.04% 0.04448871%
B类投资者 21, 120 0.59% 9.3900 0.81% 0.04446023%
C类投资者 1, 694, 520 47.58% 325.3628 28.15% 0.01920088%

合计 3, 561, 080 100.00% 1, 155.7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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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零股2,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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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建设银行—融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
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
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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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6月27日（T+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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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
于2022年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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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超卓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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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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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548、0755-25869803、0755-25860583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丛中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A栋41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总部
电话：010-59562484

发行人：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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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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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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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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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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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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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根据《深圳市德明利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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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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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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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8
末“5”位数 85501，35501，71303
末“6”位数 971779，171779，371779，571779，771779，953599，453599
末“7”位数 0765900，2765900，4765900，6765900，8765900，1863023，6863023
末“8”位数 47234593，72234593，97234593，22234593，0640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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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德明利A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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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成都普瑞眼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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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成都普瑞眼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瑞眼科”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3,740.476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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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
（证监许可〔2022〕587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普瑞眼科”，股票代码为“30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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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33.65元/股，发行数量为
3,740.4762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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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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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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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87.0238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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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674.4762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66.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成都普瑞眼科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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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0.47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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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1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926.3762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814.1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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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1126831% ， 有效申购倍数为
4,736.48942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6月22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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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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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8,06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06,980,819.9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2,93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463,8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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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3,76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48,225,5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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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922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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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37股，包销金额为3,463,83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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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2022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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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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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154344、02123154230

发行人：成都普瑞眼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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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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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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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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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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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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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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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6.43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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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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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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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资金应当于2022年6月24日
（T+2日）16:00前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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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
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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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新股全部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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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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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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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
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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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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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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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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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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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28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37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
购，有效申购数量为2,413,2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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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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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350 48.91% 4,652,196 70.18% 0.03941370%

B 类投资者（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8,410 0.35% 29,814 0.45% 0.03545065%

C类投资者 1,224,470 50.74% 1,946,490 29.37% 0.01589659%
合计 2,413,230 100% 6,628,5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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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国联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产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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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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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有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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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8826123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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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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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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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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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金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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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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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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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持了成都盛帮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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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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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2
末“5”位数 36756，56756，76756，96756，16756，13565，63565
末“6”位数 434316，934316，335144
末“7”位数 5843089，7843089，9843089，1843089，3843089，5858385，0858385
末“8”位数 37165103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盛帮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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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盛帮股份A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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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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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0,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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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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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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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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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元道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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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披露向参与配售
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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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0,000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21,580,800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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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数量为1,520,000股，占发行数量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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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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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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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T+2日）刊登的
《元道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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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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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6月27日（T-1日，周一）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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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4日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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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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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７２０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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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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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３６，７２１．９８８４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４．９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７３，４４３，９７６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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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３５，０２０，９０８股，约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８，７５５，０００股，约占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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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日（Ｔ－１日）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ｈｔｔｐｓ：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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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日报网，网
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