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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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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特偶”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４６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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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２５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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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４６６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７．７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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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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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３０万股回拨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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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０４８．２０万股，占本发行
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４１７．８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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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唯特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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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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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７５．０３０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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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５．０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１１．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４８．５０％。回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８３４７８７７１％，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４５０．２２１８０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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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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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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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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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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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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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０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３４５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８，６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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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申购数量为３，８３７，６７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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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５６，４４０ ５８．８０％ ５，２９２，９５４ ７０．１１％ ０．０２３４５７１０％

Ｂ类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金） １５，１３０ ０．３９％ ３０，１９７ ０．４０％ ０．０１９９５８３６％

Ｃ类投资者 １，５６６，１００ ４０．８１％ ２，２２６，８４９ ２９．４９％ ０．０１４２１９０７％
合计 ３，８３７，６７０ １００％ ７，５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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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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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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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１０８８号紫竹国际大厦１３层
邮 编：２０１２０４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１２３、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９９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日

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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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特偶”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４６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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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９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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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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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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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唯特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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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Ｔ＋１日）上午在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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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４４
末“５”位数 ４８４５８，１０９５８，２３４５８，３５９５８，６０９５８，７３４５８，８５９５８，９８４５８
末“６”位数 ５１９７９２，０１９７９２，５８９２６２
末“７”位数 １７４０６５６，４２４０６５６，６７４０６５６，９２４０６５６
末“８”位数 ５１３８２２２１，１４７２９１０６，３５７９０７８１，２０２３８３６９，６７９８６２０１，４１７１８７２６，０９５７１１１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唯特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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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２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唯特偶Ａ股
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日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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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州凡拓数字创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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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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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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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广
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凡拓数创”、“发行人”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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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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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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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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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持了凡拓数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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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８５
末“５”位数 ３９４３３，１９４３３，５９４３３，７９４３３，９９４３３，８５２５９，１０２５９，３５２５９，６０２５９
末“６”位数 １５２７７３，３５２７７３，５５２７７３，７５２７７３，９５２７７３，７３２６９７
末“７”位数 ８２３００７０，０２３００７０，２２３００７０，４２３００７０，６２３００７０，０１５６４０２
末“８”位数 ０２５３９０４１，２２５３９０４１，４２５３９０４１，６２５３９０４１，８２５３９０４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凡拓数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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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１６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凡拓数创
Ａ股股票。

发行人：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日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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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凡拓数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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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３０６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５５８．３４万股，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２５．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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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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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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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９１７０万股回拨至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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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９．２４万股，占发
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２９．１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广州凡拓数字创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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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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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５３．９５０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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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 ，即５１１．７０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１７．５４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４０．８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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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９６６５２８６８％，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０８５．１０２５５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州凡拓数字创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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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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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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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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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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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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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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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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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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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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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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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２０１８〕１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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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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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０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全部有效报价
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中，３２５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７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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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申购数量为６，０２９，３３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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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２０４，２００ ５３．１４％ ９，２８９，７１４ ７０．５１％ ０．０２８９９２３０％
Ｂ类投资者 ２５，１１０ ０．４２％ ３５，５６７ ０．２７％ ０．０１４１６４４８％
Ｃ类投资者 ２，８００，０２０ ４６．４４％ ３，８５０，１１９ ２９．２２％ ０．０１３７５０３３％

总计 ６，０２９，３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１７５，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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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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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余股

１，４０４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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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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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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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２号凯恒中心Ｂ座１０层
电 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７、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８
传 真：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日

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天德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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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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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2〕1500号文）。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天德钰”，扩位简称为“天德
钰科技”，股票代码为“68825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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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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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8元/股，发行数量为40,555,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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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3,340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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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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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8,134股，约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1.04%，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605,206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9,183,466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89%；网上发行数量为6,894,000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11%。

根据《深圳天德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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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申购倍数约为3,86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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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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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75,466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8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502,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29.11%。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944566%。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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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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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及

中信证券天德钰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天德
钰员工资管计划”）组成，各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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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中证投资 参与跟投的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 1,845,018 4.55 39,999,990.24 - 39,999,990.24 24

天德钰员
工资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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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3,116 6.49 57,085,954.88 285,429.77 57,371,384.65 12

合计 4,478,134 11.04 97,085,945.12 285,429.77 97,371,37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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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6,04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26,687,098.9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5,95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96,2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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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75,46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54,476,102.88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2,772,390.09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9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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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摇号抽签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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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末“4”位数 3218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天德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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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限售摇号的共有3,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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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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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820股，
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7.08%， 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总量的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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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53股，包销金额为996,26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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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0.1274%， 包销股份
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约为0.1133%。

2022年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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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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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 3699
联系邮箱：project_tdyecm@citics.com

发行人：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2日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晶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3,435.640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1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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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435.6407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061.3907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74.25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5.65元/股。

欧晶科技于2022年9月21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欧晶科技”股票1,374.2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发行缴款环节等方面内容，并于2022
年9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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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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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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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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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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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获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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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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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国结算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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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
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对本次网上定价的数据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871,810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 109,819,159,500 股 ， 配 号 总 数 为 219,638,319 个 ， 配 号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1963831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991.20680� 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股份的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43.540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092.1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9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81562891%，申
购倍数为3,551.60440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2年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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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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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内蒙古欧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2日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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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菲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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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22﹞171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
网上按市值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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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
券”或“主承销商”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9.77元
/股。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2,00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100%。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2年9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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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2日（T+2日）公告的《浙
江博菲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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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中签
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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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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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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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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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菲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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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行人于2022年9月2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
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浙江博菲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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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
末“5”位数 43821，93821，82144
末“6”位数 283383，083383，483383，683383，883383，904215
末“7”位数 3467312，8467312
末“8”位数 44959736，19959736，69959736，94959736，87918179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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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A股
股票。

发行人：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