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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纳影业”、“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274,903,797 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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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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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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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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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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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主持了博纳影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摇号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895，8145，9395，0645，1895，3145，4395，5645
末“5”位数 56446，76446，96446，16446，36446，90076，15076，40076，65076
末“6”位数 475968，675968，875968，075968，275968，808197，058197，308197，558197
末“8”位数 55951655，80951655，05951655，30951655
末“9”位数 395170675，26538656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博纳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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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827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博纳影业 A 股股票。

发行人：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1 日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纳影业”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274,903,797 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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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龙证券、中信
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74,903,797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2,432,797 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2,471,000 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03 元 / 股。 根据《博纳影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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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6.88763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164,942,500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27,490,297 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47,413,500 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899043178%，申购倍数为 1,112.2936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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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博纳影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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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1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股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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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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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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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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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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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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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深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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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9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 2,99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439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全
部参与申购。 综上，实际参与本次网下初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为 2,994 家，配售对
象数量为 12,439 个，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14,851,04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博纳影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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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
投资者配售比例

（%）

公募基金、养老
金和社保基金（A

类）
4,628,040 31.16 13,745,318 50.00 0.02970008

企业年金和保险
资金（B类） 2,324,400 15.65 6,089,928 22.15 0.02620000

其他投资者（C
类） 7,898,600 53.19 7,655,051 27.85 0.00969166

总计 14,851,040 100.00 27,490,297 100.00 0.01851069
注：类别中 A 类投资者指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保基金类投资者；B 类

投资者指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类投资者；C 类投资者指除 A 类和 B 类之外其他
类型的投资者。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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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沪深 300 指数量化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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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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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5093408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10-60837355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1 日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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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心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2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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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
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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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5,000,000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000,000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00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7.77元/股。 根据《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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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2.34905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的12,500,000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500,000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500,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18821593%，有效申购倍数为
4,569.93291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
具体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农心作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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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
2022年8月11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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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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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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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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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9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
申购，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
拟申购数量（万股）

1 高维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高维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高维优选配置1号私募投资基金 330

2 高维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高维策略精选0号 330
3 王细林 王细林 330
4 高健 高健 330
5 杨喆 杨喆 330
6 陈春梅 陈春梅 330
7 王利娜 王利娜 330
8 黄海兵 黄海兵 330
9 朱小平 朱小平 330

合计 2, 970

其余2,824家投资者管理的12,0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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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9,11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农心作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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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售结
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
基金（A类） 1, 230, 500 31.00% 1, 324, 246 52.97% 0.01076185%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B
类） 590, 370 14.87% 602, 893 24.12% 0.01021212%

其他投资者（C类） 2, 148, 240 54.12% 572, 861 22.91% 0.00266665%

合计 3, 969, 110 100.00% 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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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

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为A类
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余股与其本身获
配的股份总和未超过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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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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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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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6839366、010-56839416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发行人：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8月11日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心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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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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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
具体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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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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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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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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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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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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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8月10日（T+1日）上午主持了农心作物科
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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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0�4960

末“5”位数 25366

末“6”位数 597244�722244�847244�972244�097244�222244�347244�472244

末“7”位数 1430329�2680329�3930329�5180329�6430329�7680329�8930329�0180329

末“8”位数 91325543

末“9”位数 110737665�00883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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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农心
科技A股股票。

发行人：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8月11日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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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丛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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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2022 年
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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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22〕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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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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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2,660.6185 万股， 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1%。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99.0927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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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3.0758 万股，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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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4500 万股，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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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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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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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2 日（T-1 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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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丛麟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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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丛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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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1 日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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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际得”、“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3,33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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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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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证券”、“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336.6667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002.0667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334.6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4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1.88 元 / 股。 根据《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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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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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50%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33.6667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003.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005790%。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中止发行等环节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辽宁鼎际得石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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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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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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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1 日（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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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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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申购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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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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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

人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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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
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0564, 5564, 5869
末“7”位数 6708326, 8708326, 4708326, 2708326, 0708326
末“8”位数 42318825, 25724844, 88784750, 40630528, 01641312, 46380863, 92421372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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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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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
统计：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公布的 2,440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417 个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2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29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
与网下申购；其余 2,41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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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代码 配售对象名称 应申购数量

（万股）
实际申购数
量（万股）

1 朱沉美 A452962257 朱沉美 270.0000 0

2 泰安泰山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 B882837973 泰安泰山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 270.0000 0

3 湖北省再生资源集团
有限公司 B888484228 湖北省再生资源集团有限

公司 270.0000 0

4 帅晓光 A303371592 帅晓光 270.0000 0
5 杜翠英 A429320112 杜翠英 270.0000 0

6 上海勤远私募基金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B880609049 勤远动态平衡 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70.0000 0

7 上海勤远私募基金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B882194359 勤远嘉裕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270.0000 0

8 上海勤远私募基金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B882544619 勤远佰胜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270.0000 0

9 上海勤远私募基金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B883372578 勤远动态平衡 6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70.0000 0

10 上海勤远私募基金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B884316672 勤远动态平衡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70.0000 0

11 黄允革 A437961012 黄允革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70.0000 0
12 张萍英 A246409847 张萍英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70.0000 0
13 黄静 A634145300 黄静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70.0000 0
14 黄浩玮 A246399335 黄浩玮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70.0000 0
15 孔爱红 A868861054 孔爱红 270.0000 0
16 姜东林 A200820143 姜东林 270.0000 0
17 刘世运 A116916629 刘世运 270.0000 0
18 黄晓塘 A189044799 黄晓塘 270.0000 0
19 张志雄 A191169440 张志雄 270.0000 0
20 章丽君 A770765792 章丽君 270.0000 0
21 宋天峰 A328499488 宋天峰 270.0000 0
22 冯国生 A752619943 冯国生 270.0000 0
23 曲叶丽 A285064798 曲叶丽 270.0000 0
24 盛立峰 A744048104 盛立峰 270.0000 0
25 王维航 A286905379 王维航 270.0000 0
26 曲峻葳 A466938152 曲峻葳 270.0000 0
27 田吉宾 A369299855 田吉宾 270.0000 0
28 文达睿 A126957707 文达睿 270.0000 0
29 王玮 A339162955 王玮 270.0000 0

合计 7, 830.0000 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辽宁鼎际得石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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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布的网下配售
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万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的比例 获配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
金（A 类） 1, 017, 100 30.58% 184.0344 55.16% 0.01809403

%

年金保险资金（B 类） 551, 610 16.58% 50.0535 15.00% 0.00907407
%

其他投资者（C类） 1, 757, 280 52.83% 99.5788 29.84% 0.00566664
%

总计 3, 325, 990 100.00% 333.6667 100.00% 0.01003210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配售原
则，其中零股 2,074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平均分
配给 A 类投资者。 最终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的初步配售结果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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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548、021-23219496、021-2321952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1 日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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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瀚深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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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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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233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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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浩瀚深度”，扩位简称为“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票代码
为“68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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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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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
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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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16.56元/股，发行数量为39,286,667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892,999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
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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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3,435股，约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8.03%，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739,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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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数量为26,115,232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27%；网上发行数量为10,018,000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7.73%。

根据《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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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瀚深度
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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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4,32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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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3,5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22,501,732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2.27%；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3,631,5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7.73%。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0.03147216%。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2022年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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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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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跟投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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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
券浩瀚深度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组成，各战略投资者缴款认
购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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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限售期

1 国金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

1, 964, 333 5.00% 32, 529, 354.48 - 32, 529, 354.48 24个月

2

国金证券浩瀚
深度员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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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89, 102 3.03% 19, 691, 529.12 98, 457.65 19, 789, 986.77 12个月

合计 - 3, 153, 435 8.03% 52, 220, 883.60 98, 457.65 52, 319, 34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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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92,94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25,099,218.8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8,55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638,4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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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1,73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72,628,681.92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1,863,141.53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年8月10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
室海棠厅主持了浩瀚深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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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数 8

末“4”位数 0529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浩瀚深度A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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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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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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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595,153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7.09%，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41%。本次网下摇号中签
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限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8,552股，包销金额为638,421.12元，包销股份数量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1067%，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比例为0.0981%。

2022年8月1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
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
行人，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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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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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1-68826099、021-6882612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