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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毕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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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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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得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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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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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得医药”，扩位简称为
“毕得医药科技股份”，股票代码为“68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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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0元/股， 发行数量为
1,622.91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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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436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战略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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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074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4.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16.2291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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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902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70.35%；网上发行数量为413.8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29.65%。

根据《上海毕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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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476.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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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60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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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302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3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553.4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6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846846%。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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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通创投”），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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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管理计划为富诚海富通毕得医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2022年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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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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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 164 57, 126, 432.00 0.00 24

2 富诚海富通毕得医药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 622, 910 142, 816, 080.00 714, 080.40 12

合计 2, 272, 074 199, 942, 512.00 714, 08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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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3,29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35,890,136.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80,70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1,101,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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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3,02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41,226,2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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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3,706,131.44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上海毕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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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上海毕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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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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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得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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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4” 位数 007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毕得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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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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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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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230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22%，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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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703股，包销金额为51,101,864.0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3.58%。

2022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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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154759、021-23154758、021-23154756、021-23154757

发行人：上海毕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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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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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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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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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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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菲电气
（二）股票代码：00125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2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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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云峰
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杭平路16号
电话：0573-87639088
联系人：张群华、邵锦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启诚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98号财通双冠大厦西楼
联系电话：0571-87825766
保荐代表人：余东旭、戚淑亮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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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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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博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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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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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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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慧博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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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博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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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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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持了慧博云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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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7, 1097
末“5” 位数 25333, 05333, 45333, 65333, 85333

末“6” 位数 240746, 040746, 440746, 640746, 840746, 729704, 229704, 479704, 979704
末“7” 位数 0727979, 3227979, 5727979, 8227979
末“8” 位数 63300915, 03300915, 23300915, 43300915, 83300915, 60366388, 10366388, 46541773
末“9” 位数 09570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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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6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慧博
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9月29日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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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博云通” 、“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4, 00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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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2〕15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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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4, 001.0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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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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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55元/股。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对象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3, 355, 263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39%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2, 646, 237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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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853, 237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1.44%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6, 801, 500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18.56%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36, 654, 7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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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慧博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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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31897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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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数量
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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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522, 237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1.44%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 132, 500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8.56%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
为0.0259493906% ，有效申购倍数为3, 853.65505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慧博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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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T+2日）16: 00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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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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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华泰慧博云通家园1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之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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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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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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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
投。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 355, 263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8.39% 。

截至2022年9月21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
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之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华泰慧博云通家园1号创业板员工
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 355, 263 25, 499, 998.80 12个月

合计 3, 355, 263 25, 499, 998.80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10月10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

部分依据战略投资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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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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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35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 3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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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6, 080万
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慧博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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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量
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6, 153, 190 54.96% 16, 216, 783 72.00% 0.02635383%
B类投资者 38, 080 0.34% 90, 076 0.40% 0.02365781%
C类投资者 5, 004, 810 44.70% 6, 215, 378 27.60% 0.01242033%

合计 11, 196, 080 100.00% 22, 522, 237 100.00% ———

注：若出现合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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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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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泰数字经济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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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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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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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6839461
联系邮箱：htlhecm@hts 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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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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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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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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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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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拓数创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３１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０，２３３．３４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２，５５８．３４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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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５．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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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凡拓数创所处行业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Ｉ６５）。截
至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４日（Ｔ－４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４５．８０倍，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４日（Ｔ－４日），发行人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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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路视觉 ３００５５６．ＳＺ ０．６０１２ ０．５１３７ １８．２４ ３０．３４ ３５．５１
华凯易佰 ３００５９２．ＳＺ －０．３０２３ －０．３４３７ １４．９９ － －
风语筑 ６０３４６６．ＳＨ ０．７３３３ ０．６８７６ １１．８４ １６．１５ １７．２２

算术平均值 ２３．２４ ２６．３６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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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３：市盈率计算均值时剔除华凯易佰。
本次发行价格２５．２５元 ／股对应的２０２１年扣除非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３９．６１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４日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４５．８０倍，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２０２１年平均
扣非后静态市盈率２６．３６倍，超出幅度为５０．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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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品牌优势
公司连续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和海阳亚沙会会场展

馆提供数字创意展示服务。 公司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先后评定为“广州
市著名商标”和“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２０１７年公司被广东省著名商标
委员会评为 “广东省著名商标”；２０１８年获得中国建筑装饰协会颁发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年度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十大最具影响力设计机构（展陈空间类）”；２０２０年
获得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创新中国空间设计艺术大赛组委会颁发的“２０２０年
度中国十大设计领军机构”。 另外，公司始终重视“凡拓数创”品牌的建设，积
累了良好的口碑，不断增加战略合作客户，长期服务于国内外知名设计机构、
国内前１００名的房地产企业、政府及事业单位等优质客户，公司品牌优势进一
步得以体现。

２、研发与技术优势
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始终注重技术创新和软件开发。 从硬件上来看、公

司设有专门的研发中心，每年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支持研发工作；从制度上
来看，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中心运营管理机制、质量管理机制、人才激励制

度等。
公司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提高方案设计和项目实施能力，打造了广州国

家档案馆、深圳智慧龙岗展示体验中心、中建三局企业馆、贵州移动５Ｇ体验厅
等多个标杆性展馆。 利用技术优势，公司将更多的创意转化为数字视觉产品
和服务，根据不同应用领域的客户需求提供数字创意综合服务，拓宽服务领
域，提高公司经营效率。

公司不断强化研发能力并将技术成果转化。 公司近年来相继完成３６０全
景互动系统、展厅智能控制系统、三维智慧城市ＶＲ互动软件、基于云计算的
三维数字沙盘、ＡＲ智能互动软件等多个研发项目。 公司拥有３个发明专利、６
个实用新型专利、１０个外观设计专利和３２２个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３、客户资源与行业经验优势
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公司积累了不同行业的数字创意应用经验，并开发

了丰富的客户资源。 公司服务存量客户数量众多，其中包括广州市规划局、广
州市国家档案馆、天河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建一局、
南方电网、万科、索菲亚、ＴＣＬ、ＯＰＰＯ、恒大集团、富力地产、碧桂园集团等知
名客户。 丰富的客户资源与不同行业的数字创意应用经验，有利于公司可持
续发展。

４、服务优势
公司在客户服务方面一直坚持“三高一新”原则。 “三高”即高科技、高效

率、高利用率，“一新”指新创意。
高科技：公司紧跟数字多媒体技术发展潮流，结合专业的科研团队，综合

运用数字多媒体的特点及优势，不断创新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高效率：产品设计制作周期短、服务热情快速高效，在保证效率的同时强

调客户体验。 公司拥有专业的设计实施团队，从前期策划，到进场实施、系统
集成以及售后服务实现一站式服务，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高利用率：通过新一代的技术和系统，将视觉创意为客户有层次、有重
点、立体地呈现，提高客户空间和资金的利用效率。

新创意：个性化设计与服务，产品差异化。 公司主打定制化服务，根据不
同的客户需求进行量身定制，避免同质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５、人才优势
公司作为典型的以人力资源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现代服务型企业， 推行

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高度注重人才的任用、晋升和培养，给予员工良好的
职业发展机会。公司管理层重视人文关怀和企业文化建设，鼓励员工之间的
沟通与互动，为员工搭建各种形式的分享交流平台，真正做到人才的聚合发
展。 公司根据行业和自身的实际情况，推行符合企业发展的薪酬政策，实行
股权激励，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参与感。 同时，公司也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
和引进，与高等院校签订人才供需合作意向书，保证公司及时补充年轻的创
意人才。

近几年公司已经步入稳定发展阶段， 经营规模和员工数量显著提升。
２０１９年末、２０２０年末和２０２１年末， 公司在职员工分别为１，０２３人、１，１４５人和
１，１６２人，人员持续增长。 公司人员综合素质不断提升，公司中层及以上管理
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人数稳定，形成了高素质、稳定的专业团队，
成为公司核心竞争优势和保持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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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市前的部分发行人股东股份托管事项
本次发行前新三板阶段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部分股东，因尚无法取得联系

或未能及时确认其证券托管席位代码等原因，其所持有的本次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发行人股票将暂托管于主承销商中信建投处，涉及相关股份托管事
宜可与中信建投联系。

四、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怡路１１７号２７０１、２７０３、２７０４、２７０５、２７０６、２７０７
联系人：张昱
电话：０２０－２９１６６０３０
传真：０２０－２９１６６０３０
（二）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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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杰、曹今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５号凯华国际中心４３层０２－０７Ａ
电 话：０２０－３８３８１４５３
传 真：０２０－３８３８１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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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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