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CC88 2022 年 8 月 5 日 星期五

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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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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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8

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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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简称：工大科雅
（二）股票代码：30119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2,054.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3,013.5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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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2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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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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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为“I65”。截至2022年7月21日（T-4日），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44.94倍。

截至2022年7月21日（T-4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2021年扣非前

EPS
（元/股）

2021年扣非后
EPS

（元/股）

T-4日股票收
盘价

（元/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
-扣非前

（2021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
-扣非后

（2021年）
瑞纳智能 301129.SZ 2.3022 1.9100 65.10 28.28 34.08
汇中股份 300371.SZ 0.9255 0.8804 12.33 13.32 14.00
天罡股份 832651.NQ 1.1554 1.0696 14.88 12.88 13.91

平均值 18.16 20.67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2年7月21日（T-4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1年扣非前/后EPS=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4日A股总股

本。
本次发行价格25.50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摊薄后市盈率为39.64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2年7月21日发布的行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44.94倍；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1年平均扣非后静
态市盈率20.67倍，超出幅度为91.78%，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
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的定价合理性说明如下：
第一、经营管理优势：公司创始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齐承英教授是智慧

供热领域的国内知名专家，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在行业内
具有较大影响力。自公司设立以来，在齐承英教授的带领下，公司经营管理团队
长期从事供热节能领域的营销和管理工作，能够在深刻理解相关领域的业务特
点与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开展智慧供热全面解决方案的研发、 推广和应用工作，
公司管理层已在市场营销、技术服务、现代企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二、技术成果优势：公司专注于供热节能领域，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作为
企业发展的根本。凭借突出的技术实力和持续的研发投入，公司是供热节能行
业中极少数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经过十多年的
投入和积累，公司已形成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慧供热软硬件系统集成产
品和应用成果，在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

在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方面，公司率先研发并成功推广应用了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多个政府级智慧供热软件管理平台，现已形成规模效应。其中，公司推
出的河北省智慧供热监管平台已获得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公司研发的城
市级智慧供热管理平台已成功在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潍坊、乌鲁木齐等多
个地级城市陆续投入使用。公司在核心技术水平、科技成果数量及应用规模方
面已处于行业前列，并逐渐形成公司坚实的发展优势。

第三、人才团队优势：十余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智慧供热节能技术的研究
和应用。在董事长齐承英教授的带领下，公司建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分工明确、

专业背景交叉融合的技术人才团队，能够及时把握行业需求、创新技术研发和
应用，引领公司技术持续进步。公司技术人才团队包括研发团队和应用团队两
部分：

研发团队以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为主，并负责行业技术交流、解决方案设
计、对热力企业远程技术培训，按照节能技术、软件技术、自控技术、电子技术等
四个技术研究方向开展工作。董事长齐承英教授兼任研发工作总负责人，公司
各研究方向均按照“专职部门负责人+兼职技术顾问”的模式配置，成员合计近
110余人。

应用团队主要面向市场客户进行现场踏勘、技术方案拟定、现场技术支持、
后期技术服务，并参与和承担部分研发任务、中试任务。技术应用团队以石家庄
总部员工为主，共计80余人，同样按照节能技术、软件技术、自控技术、电子技术
等应用方向进行分工与协作。根据公司“解决方案设计+系统集成产品+专业技
术服务”的综合业务体系定位，公司持续加强技术应用人才的培养工作，形成了
一支技术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素质过硬的技术应用团队。

第四、企业品牌优势：公司自2002年设立以来，始终秉承“以科技赋能传统供
热行业”的理念，致力于推动中国供热节能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经过十
多年的业务拓展、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公司突破以往主要为热力企业生产和
供应纯硬件产品或配套零部件的传统经营模式，探索出一套以“解决方案设计+
系统集成产品+专业技术服务”为代表的综合业务体系。近年来，公司在与政府
主管部门和热力企业等代表性客户合作的过程中，陆续打造出若干行业标杆和
应用示范项目。目前，公司已成长为国内供热节能领域的知名品牌商，在客户口
碑、市场影响力等方面已位居行业前列，并成为公司拓展业务的优势之一。

第五、客户资源优势：作为一站式提供智慧供热全面解决方案的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商，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优质的产品和专业的服务持续赢得了包括
热力企业、政府供热主管部门、建筑工程施工单位在内的不同类型客户的持续
信赖。近年来，公司在行业具有影响力的大型热网智能化改造项目招投标中连
续中标，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作为省级智慧供热监管平台的代表性产品，河
北省智慧供热监管平台已实现对全省13个地级市及雄安新区、160个县（市、区）
的覆盖；城市级智慧供热管理平台已推广应用至乌鲁木齐、潍坊等河北省外地
市，覆盖供热面积合计已达14亿平方米；企业级智慧供热监控平台及软硬件系统
集成产品已在北方采暖区15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应用示范项目，服务于包括
华电供热、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台金昊热力开发有限公
司、青岛顺安热电有限公司、唐山曹妃甸热力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
公司等地方国企和大型热力公司在内的一百多家热力企业。

第六、服务体系优势：公司将北方供暖地区按照地域范围划分为5个业务大
区，成立了16个省级事业部，并逐步完善市场开拓网络和本地化服务团队，初步
形成了覆盖北方采暖区15个省份，以及湖北省北部、安徽省南部等非集中供暖区
域的营销及运维服务网络。同时，各地方事业部技术服务团队与热力企业客户
密切合作，建立了规范化的客户信息收集、数据分析、项目管理、售后服务的协
同机制。另外，依托自建的智慧供热远程服务数据中心，公司总部专家团队可与
跨地区提供远程指导和技术支持， 促进智慧供热解决方案全面落地的同时，也
增强了客户粘性，强化了公司作为智慧供热业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商的服务体
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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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石家庄高新区裕华东路455号润江总部国际9号楼
联系人：高跃
电话：0311-83839905
传真：0311-83839905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邵宪宝、赵小敏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2203室
电话：021-68801584
传真：021-68801551

发行人：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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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格精机”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9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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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2]7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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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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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9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6.33元/
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85万股，占发行数量的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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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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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国信证
券凯格精机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凯格精机资管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141.8303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41.8303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7.46%，与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的差额143.169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273.6697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72.44%；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484.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27.56%。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1,758.1697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凯格精机于2022年8月4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凯格
精机”股票484.5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8月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东莞市凯格精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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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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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凯格精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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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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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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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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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266,166户，有效申购股数为44,983,588,500
股，配号总数为89,967,177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08996717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东莞市凯格精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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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4.53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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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6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22.0197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52.
4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36.1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47.56%。回
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85878901%，申购倍数为5,379.84674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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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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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坤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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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号）。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满
坤科技”，股票代码为“30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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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3,687.00万股，全
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发行人原股东不公开发售其所持股份， 本次发行价格为
2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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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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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数的差
额184.3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2,636.25万股，占本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1,050.75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吉安满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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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270.76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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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
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37.4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1,898.8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1,788.1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0.0205758998%，有效申购倍数为4,860.05478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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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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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717,90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74,839,961.2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63,59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384,2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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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8,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08,89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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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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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300股，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10.02%，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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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由中泰证券包销，中泰证券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163,591股，包销金额为4,384,238.80元。 中泰证券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
行数量的比例为0.44%。

2022年8月5日（T+4日），中泰证券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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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中泰证券指定证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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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17楼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59013870、010-59013880

发行人：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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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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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8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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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日报网（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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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视科技
（二）股票代码：00122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0,0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2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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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华
联系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662号金融城

绿地中心9层
电话：020-89301789
联系人：江柯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行）：景忠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8号
联系电话：010-85127883
保荐代表人：李运、胡涛

发行人：广东魅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海德”、“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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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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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７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方正承销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维
海德”，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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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６．００万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６４．６８元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不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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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３４６０元 ／股，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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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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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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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８６．８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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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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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１．２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９４．７５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深圳市维海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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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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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１２．４７５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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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７．２０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９４．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４１．９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的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３１０９０３４％，申购倍数为５，１７８．４２１６４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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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战略配售、
网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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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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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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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３５，６８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１９，７４７，８４７．０８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８３，８１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４，８２５，４１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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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４０，５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７８，２７１，５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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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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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８，５４４股， 约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５％，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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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３８３，８１９股，包销金额为２４，８２５，４１２．９２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２．２１％。

２０２２年８月５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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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６９９１８３０

发行人：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５日

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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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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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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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网络链接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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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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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建电子
（二）股票代码：30112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080.3184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1,770.08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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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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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6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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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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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C38）”。 截至2022年7月22日（T-4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
市盈率为37.03倍。

截至2022年7月22日（T-4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T-4日股票
收盘价（元/

股）

2021年扣非
前EPS（元/

股）

2021年扣非
后EPS（元/

股）

2021年扣非
前静态市盈
率（倍）

2021年扣非
后静态市盈
率（倍）

亿纬锂能 300014.SZ 98.40 1.5303 1.3414 64.30 73.35
鹏辉能源 300438.SZ 74.64 0.4048 0.3036 184.39 245.87
国光电器 002045.SZ 9.34 0.0857 0.0209 108.99 446.78
欣旺达 300207.SZ 30.84 0.5328 0.3072 57.88 100.38

赣锋锂业 002460.SZ 93.20 3.2430 1.8032 28.74 51.69
平均值 102.19 139.87

注：1、T-4日收盘价数据来源于Wind，A股总股本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
2、2021年扣非前（后）EPS=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4日A股总股本；
3、2021年扣非前（后）静态市盈率=T-4日收盘价/2021年扣非前（后）EPS；
4、赣锋锂业、国光电器因下游应用、业务范围、锂电池收入占比和公司有较大差异，计算市盈率平均

值时予以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61.07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45.30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
盈率，超出幅度为22.33%，低于可比上市公司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平均静态市盈率，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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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1、发行人：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重庆市开州区赵家街道浦里工业新区1-4号楼
3、联系人：刘小龙
4、电话：023-52862502
5、传真：023-52862502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保荐代表人：余烯键、谢丰峰
3、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23层
4、电话：021-68826021
5、传真：021-68826000

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