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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98 证券简称：金博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5
转债代码：118001 转债简称：金博转债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博转债”预计满足赎回条件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984 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了 5,999,01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59,990.10 万元。 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年，即自 2021年 7月 23日至 2027年 7月 22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348 号文同意，公司 59,990.1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年 8月 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金博转债”，债券代码“118001”。

“金博转债”自 2022年 2月 7日开始转股，转股的起止日期为 2022年 2 月 7 日至 2027 年 7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初始转股价格
为 271.62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269.13元/股。

二、可转债赎回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 115.00%（含最后一期

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

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2） 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 =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赎回条款可能触发情况
自 2022年 7月 28日至 2022年 8月 10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格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

“金博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自 2022 年 7 月 28 日至 2022 年 8 月 5 日不低于 351.38 元/股；自
2022年 8月 8日至 2022年 8月 10日不低于 349.87元/股）。 若在未来二十个交易日内仍有五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将可能触发“金博转债”的赎回条款。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

规定和现行法规要求，于触发可转债赎回条款后确定本次是否赎回“金博转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其潜在影响，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2-040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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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上述
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
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有关事项通知>的通知》（粤国资函〔2019〕968号）、《转发国务院国资
委关于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的通知》（粤国资函〔2020〕208 号）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说明
（一）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文件。
（二）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通过公司内部公告栏张贴的方式公示了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时
间为 2022年 7月 28日至 2022年 8月 6日，公示期不少于 10 天。 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通过书面形
式向公司组织人事部或证券事务部反映。

截至公示期满， 公司组织人事部及证券事务部未收到任何员工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二、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激励对象与公司或控股子

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任合同、激励对象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材料。
三、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充分听取公示意
见，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经营业绩有
直接影响的其他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亦不包括单独或合计
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和子女。

（二）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
围。

（三）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
励试行办法》等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四）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引起重大误解之
处。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中序号【161】的姓名应由“冯志洲”更正
为“冯志州”。 前述更正事项系为纠正名单录入时笔误造成的错误，不存在激励对象变更的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 � � � � � � �公告编号：临 2022-027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行长辞任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副行长徐守本先生因工作变动，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向本行提交辞呈，辞去本行副行长职务。 经徐守本先生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

与其辞任有关的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及债权人。
徐守本先生 1995 年加入本行。 二十八年来，徐守本先生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开拓创新，锐意进

取。 徐守本先生在本行服务实体经济、发挥金融功能、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
振兴、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本行公司金融、普惠金融、结算与现金管理、投资银行
等业务竞争力和服务力明显提升。

本行董事会对徐守本先生在任期间对本行做出的重要贡献致以由衷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日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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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海正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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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847号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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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海正生材” ，扩位简称为“海正生
物材料” ，股票代码为“688203”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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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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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发行人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发行人合理投资价值、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份数量、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
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6.68元 /股，发行数量为 5,066.9517 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53.347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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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8081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4.73%。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 13.5394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383.0936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44.0500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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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827.1436万股。

根据《浙江海正生物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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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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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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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75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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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3436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0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926.8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9.92%。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 0.0350027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年 8月 9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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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跟投机构为中信建投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无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
资者安排。

截至 2022 年 8 月 2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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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在 2022年 8月 11日（T+4日）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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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
期

1 中信建投投资
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

司
2,398,081 4.73 39,999,991.08 - 39,999,991.08 24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9,111,446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18,778,919.28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56,55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611,320.72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9,003,436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83,777,312.48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2,418,899.71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于 2022

年 8月 10日（T+3日）上午在浦东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
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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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末“4”位数 0838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海正生材股票并获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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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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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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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064,264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12%，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28%。

本次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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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554 股，包销金额为 2,611,320.72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3243%，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
0.3090%。

2022 年 8 月 11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
中国证券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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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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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发行人：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月 11 日

龙口联合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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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龙口联合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化学”、“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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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６号文予以注册。 《龙口联合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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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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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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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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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万股， 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２，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２、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４．９５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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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联合化学所属行业为“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Ｃ２６）”。 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０日（Ｔ－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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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７倍，最近一个月滚动平均市盈率１７．３７倍。 本次发
行价格１４．９５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１８．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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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０日（Ｔ－３日）。

３、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５日（Ｔ日），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
１５：００，投资者在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５日（Ｔ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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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５、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７日（Ｔ＋２日）公告的《龙口联合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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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７日（Ｔ＋２日）日终，中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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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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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无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全部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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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９５元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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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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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日（网上申购日为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５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山东省龙口市诸由观镇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８５７５２０３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８１号华贸中心１号写字楼２２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１９

发行人：龙口联合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１日

龙口联合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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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龙口联合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化学”、“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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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７６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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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万股，其中，网上发行２，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
行股份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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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定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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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网（网址：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２日（Ｔ－１日，周五）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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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１日披露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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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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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联合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１日

上海联影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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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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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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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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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号文）。

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或“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
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中信证券、中金公
司、海通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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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0,000.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000.00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50.00%。 战略
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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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50.00%。因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未向网下进行回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4,0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1,000.00 万股，占扣除
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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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9.88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联影医疗”股票 1,00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联影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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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09.88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
应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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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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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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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8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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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
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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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把违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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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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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5,522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35,939,742,0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782435%。

配 号 总 数 为 71,879,484 个 ， 号 码 范 围 为 100,000,000,000-
100,071,879,48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联影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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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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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3.9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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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10%（即 500.0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500.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500.00 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 0.0417365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8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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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
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2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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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1 日

成都趣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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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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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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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 ，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中国金融新闻网 ，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趣睡科技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３３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４，０００．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１，０００．０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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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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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１家具制造业”，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Ｃ２１家具制造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２６．７０倍。

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Ｔ－３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市盈率
水平情况如下：

股票
代码

证券
简称

Ｔ－３日前２０
个交易日
（含当日）均
价（元 ／股）

２０２１年扣
非前ＥＰＳ
（元 ／股）

２０２１年扣
非后ＥＰＳ
（元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倍）
－扣非前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倍）
－扣非后

对应的滚动
市盈率（倍）
－扣非前

对应的滚动
市盈率（倍）
－扣非后

６０３００８．ＳＨ 喜临门 ３１．７０ １．４４２３ １．２７９６ ２１．９８ ２４．７７ ２３．２５ ２４．４９
６０３３１３．ＳＨ 梦百合 １２．１７ －０．５６７８ －０．５３２４ －２１．４３ －２２．８６ －１９．６９ －２３．６８
６０３８１６．ＳＨ 顾家家居 ４９．４６ ２．０２５１ １．７３６０ ２４．４２ ２８．４９ ２３．６０ ２７．２６
６０３３６５．ＳＨ 水星家纺 １４．９０ １．４４７ １．３５７８ １０．３０ １０．９７ １０．１４ １１．１１
００２３９７．ＳＺ 梦洁股份 ４．４４ －０．２０６２ －０．２１１３ －２１．５２ －２１．００ －１６．８１ －１６．８６
００２３２７．ＳＺ 富安娜 ７．８５ ０．６５８１ ０．６２２２ １１．９２ １２．６１ １１．６５ １２．４７

００２２９３．ＳＺ 罗莱生活 １１．９７ ０．８５０７ ０．８０９３ １４．０８ １４．８０ １４．５５ １５．５０
平均值 １．２８４６ １．１６１０ １６．５４ １８．３３ １６．６４ １８．１７

３０１３３６．ＳＺ 趣睡科技 ３７．５３ １．７１１４ １．４１６３ ２１．９３ ２６．５０ ２２．５４ ２７．５６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Ｔ－３日）
注１：前２０个交易日（含当日）均价＝前２０个交易日（含当日）成交总额 ／ 前２０个交易日

（含当日）成交总量；
注２：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３：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

日总股本；
注４： 扣非前 ／ 后滚动市盈率＝前２０个交易日均价÷（过去４个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 ／ 后累计归母净利润÷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总股本）；
注５：计算平均值时均剔除掉负值；
注６：趣睡科技市盈率按照发行价３７．５３元 ／ 股、发行后总股本４，０００．００万股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３７．５３元 ／股对应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非前后孰低净利润摊薄后

市盈率为２６．５０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Ｃ２１家具制造业”最近一
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２６．７０倍和滚动平均市盈率２６．６７倍 （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
日）， 超过可比公司２０２１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静态平均市盈率１６．５４倍，超过可比公司２０２１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静态平均市盈率１８．３３倍 （截至２０２２年７
月２８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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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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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行 人：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１２６８号１栋７楼８号
法 定 代 表 人：李勇
联 系 电 话：０２８－８６６４５９４０
传 真：０２８－８７７１３０９４
联 系 人：钟兰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层及２８层
法 定 代 表 人：沈如军
联 系 电 话：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 真：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联 系 人：安宇辰

发行人：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１日

福建远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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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翔新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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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８１５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九州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远翔新材”，股
票代码为“３０１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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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１５元 ／
股，发行数量为１，６０５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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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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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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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２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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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１，４７６，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５７４，０００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根据《福建远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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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２３４．８８８８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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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股
的整数倍，３２１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８，２６６，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７８４，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６２７３６９１％，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０１４．１８０５６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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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数量（股）：７，７４７，３８８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金额（元）：２８０，０６８，０７６．２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６，６１２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３２３，５２３．８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数量（股）：８，２６６，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金额（元）：２９８，８１５，９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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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限为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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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８，４６２股， 约占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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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６１２股，包销金额为１，３２３，５２３．８０元。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０．２３％。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１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拨给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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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３０号仰山公园东一门２号楼
联系人：投行业务管理部
电话：０１０－５７６７２１６５、０１０－５７６７２０３１
传真：０１０－５７６７２２９６

发行人：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