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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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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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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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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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 5,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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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额汇至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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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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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 1,00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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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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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593.97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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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50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50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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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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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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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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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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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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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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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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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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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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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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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
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
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IPO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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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
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
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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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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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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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
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
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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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
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根据 2022年 8月 9日（T-1日）公布的《发行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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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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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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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 - - - - -
1-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020,774 1.02 112,162,647.12 560,813.24 112,723,460.36 12
1-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1,361,032 1.36 149,550,196.16 747,750.98 150,297,947.14 12
1-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合 1,020,774 1.02 112,162,647.12 560,813.24 112,723,460.36 12
1-4 全国社保基金四二三组合 680,516 0.68 74,775,098.08 373,875.49 75,148,973.57 12

1-5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六组
合 340,258 0.34 37,387,549.04 186,937.75 37,574,486.79 12

1-6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一
组合 2,722,064 2.72 299,100,392.32 1,495,501.96 300,595,894.28 12

1-7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一
组合 544,412 0.54 59,819,990.56 299,099.95 60,119,090.51 12

1-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一组合 136,103 0.14 14,954,997.64 74,774.99 15,029,772.63 12

1-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二
二组合 2,041,548 2.04 224,325,294.24 1,121,626.47 225,446,920.71 12

1-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340,258 0.34 37,387,549.04 186,937.75 37,574,486.79 12

1-11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
组合 680,516 0.68 74,775,098.08 373,875.49 75,148,973.57 12

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9,310,156 9.31 1,022,999,941.28 5,114,999.71 1,028,114,940.99 12

3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
（有限合伙） 5,471,355 5.47 601,192,487.40 3,005,962.44 604,198,449.84 12

4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基金有限公司 2,041,548 2.04 224,325,294.24 1,121,626.47 225,446,920.71 12

5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683,918 0.68 75,148,909.84 375,744.55 75,524,654.39 12

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1,701,290 1.70 186,937,745.20 934,688.73 187,872,433.93 12

7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365,125 1.37 149,999,935.00 749,999.68 150,749,934.68 12
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905,555 0.91 99,502,383.40 497,511.92 99,999,895.32 12

9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1,973,496 1.97 216,847,740.48 1,084,238.70 217,931,979.18 12

10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811,111 1.81 199,004,876.68 995,024.38 199,999,901.06 12

11 联影医疗 1号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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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3,640 4.49 493,761,163.20 2,468,805.82 496,229,969.02 12
12 联影医疗 2号资产管理计划 3,695,573 3.70 406,069,561.24 2,030,347.81 408,099,909.05 12
13 联影医疗 3号资产管理计划 842,529 0.84 92,577,086.52 462,885.43 93,039,971.95 12

14 联影医疗 4号资产管理计划 816,449 0.82 89,711,416.12 448,557.08 90,159,973.20 12

15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

2,000,000 2.00 219,760,000.00 - 219,760,000.00 24
16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2,000,000 2.00 219,760,000.00 - 219,760,000.00 24

合计 50,000,000 50.00 5,494,000,000.00 25,272,400.03 5,519,272,400.03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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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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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4，7114，9614，2114
末“5”位数 99583
末“6”位数 718500，918500，518500，318500，118500，608262，108262
末“7”位数 5811828，0811828，8018472
末“8”位数 53066434，51698716，39987887，13618639，42319338，5558990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联影医疗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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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500股联影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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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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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77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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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12 号）等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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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 35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8,948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
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4,753,0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

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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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8,040 76.75% 26,867,385 76.76% 0.07364882%
B类投资者 4,570 0.10% 33,644 0.10% 0.07361926%
C类投资者 1,100,470 23.15% 8,098,971 23.14% 0.07359556%

合计 4,753,080 100.00% 35,000,000 100.00% 0.07363646%
其中余股 4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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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8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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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 年 8
月 16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披露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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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公告》中
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026�2367
联系邮箱：project_lyylecm@citics.com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505�1166
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15�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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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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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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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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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３，７７９万股人民币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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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０８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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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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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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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３，７７９万股，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５，１１３．９９６８万股。 本次发
行的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８８．９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全部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跟投（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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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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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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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５１３．０５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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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７．０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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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８日（Ｔ＋２日）刊登的《金禄电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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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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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５日（Ｔ－１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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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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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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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和中国日报网，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２日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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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维光电”、“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3,333.3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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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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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路维光电”，股
票代码为“68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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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 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5.08元 /股，发行数量为 3,333.36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00.00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
认购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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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
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57.8597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10.74%，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 142.1443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125.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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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5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827.9003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61.43%，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4.8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47.6000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8.57%，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34.43%。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97492%。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 2022年 8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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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国信证券路维光电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无其他战略投
资者安排。 各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1、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缴款认购情况如下：
（1）缴款认购股数（万股）：159.4896
（2）缴款认购金额（万元）：3,999.999168
2、国信证券路维光电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缴款认购情况如下：
（1）缴款认购股数（万股）：198.3701
（2）缴款认购金额（万元）：4,975.122108
（3）缴纳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万元）：24.87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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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3,27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86,997,236.6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2,72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20,8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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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9,003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58,437,3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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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2,292,175.58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深圳市路维光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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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维光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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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年 8 月 11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
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路维光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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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末“4”位数： 0567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路维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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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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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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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签账户对应的股
份数量为 1,292,729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07%，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总量的 4.34%，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3.88%。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
“附表：路维光电网下摇号中签配售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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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2,729股，包销金额为 820,843.32元，包销比例为 0.10%。
2022 年 8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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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资

金、网下和网上发行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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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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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229400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2 日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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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宣泰医药”、“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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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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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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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 本次
拟公开发行新股 4,5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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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7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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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445.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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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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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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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T-1 日）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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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宣泰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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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2 日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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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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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奥微”、“发行人”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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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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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及太平洋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305.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为 945.75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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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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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9428 万
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5.49%。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599.8072万股将回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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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1.3072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3.0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607.7500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6.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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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9.0572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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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8元 /股。 发行人于 2022年 8月 11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帝奥微”A股 1,607.7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2 年 8 月 15 日（T+2 日）披露的《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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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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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应当于 2022 年 8
月 15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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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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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中信建投证券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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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公募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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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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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

票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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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2 年 8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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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在线签
署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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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
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
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按
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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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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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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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826,867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6,186,198.2500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598931� %。 配号总数为 123,723,965 个，号码
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23,723,96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帝奥微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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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847.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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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595.95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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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5.3572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3.0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03.7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6.98%。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56228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2年 8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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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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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2 日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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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成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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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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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汇成股份”，扩位简称为
“汇成股份”，股票代码为“68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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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
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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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元/股， 发行数量为
16,697.0656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5,009.119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 战略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477.662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6.82%。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531.4573万股已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9,881.853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80.87%；网上发行数量为2,337.5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19.13%。

根据《合肥新汇成微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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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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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95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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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9.903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87%，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3,559.5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13%。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
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16826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8月10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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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

括以下几类:
（1）富诚海富通汇成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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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3）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高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肥产投高成长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截至2022年8月3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海通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2022年8
月12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限售期（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6,678,826 59,307,974.88 0.00 24

2
富诚海富通汇成股份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4,566,805 129,353,228.40 646,766.14 12

3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602,617 49,751,238.96 248,756.19 12

4 合肥新站高新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602,617 49,751,238.96 248,756.19 12

5 合肥产投高成长壹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64,188 79,601,989.44 398,009.95 12

6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3,361,570 29,850,741.60 149,253.71 12

合计 44,776,623 397,616,412.24 1,691,54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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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10,73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15,335,362.3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4,26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48,2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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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99,033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68,999,4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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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3,844,989.50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合肥新汇成微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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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8月11日（T+3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汇成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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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汇成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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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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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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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6,211,428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17%，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08%。 本次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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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61股，包销金额为748,237.68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
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05%。

2022年8月1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战
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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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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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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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发行人：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