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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22 证券简称：四方新材 公告编号：2022-064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疫情影响间歇性停工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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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重庆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对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了不利影响。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疫情对公司的影响
为确保重点工程的施工进度，公司结合当地政府部门发布的疫情防控政策，由各生产基地组织落

实防疫措施，并谨慎开展商品混凝土的生产经营活动。 截止目前，受疫情影响，公司在原材料供应、商
品混凝土运输通行、下游施工单位临时停工停产等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公司各生产基地的生产
经营活动存在间歇性停工停产的情况，对公司经营成果造成了不利影响，具体影响程度将根据疫情的
持续时间、具体发展态势等因素综合判断。公司各生产基地的具体复工复产时间将根据当地政府的疫
情防控政策而定。

二、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积极配合防疫工作的情况下，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发展短期内对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保障重

点工程的顺利推进，公司结合相关防疫政策、市场情况等因素，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

（一）密切关注当地防疫政策情况，严格按照防疫政策组织全体人员贯彻落实相关防疫措施，非现
场工作人员采用居家办公的工作方式，现场工作人员督促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并保障基本生活，确保全
体员工的身心健康；

（二）与当地政府保持良好沟通，确保复工复产符合相关规定，并且保障商品混凝土及原材料的运
输通行，确保公司生产稳定、运输畅通；

（三）与客户积极沟通，合理开展线上销售工作，同时保持与客户的项目沟通，确保目前所在施工
地点安全，合理安排产能，确保客户施工项目的顺利推进；

（四）与供应商保持良好沟通，持续做好复工复产的准备工作，确保原材料供应稳定、运输畅通。
三、风险提示
（一）疫情发展情况存在不确定性。重庆市政府已针对本次疫情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防疫措施，公司

生产基地的停工停产与疫情发展情况以及相关防疫措施相关， 疫情持续时间及发生区域具有不确定
性。

（二）疫情发展对经营成果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本轮疫情尚未结束，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需要根据疫情的持续时间、具体发展态势等因素综合判断。

公司预判本次间歇性停工停产是疫情防控的短期行为，不会给公司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公
司将持续关注疫情发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88165 证券简称：埃夫特 公告编号：2022-056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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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2月 06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 至 12 月 05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efort.com.cn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年 10月 29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 2022年 12月 06日 15:00-16:00举行 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2月 06日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许礼进先生，董事、总经理、总工程师游玮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康斌

先生，独立董事梁晓燕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年 12月 06日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 至 12 月 05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efort.com.cn 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553-5670638
邮箱：ir@efort.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0803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98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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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2月 02日(星期五) 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会议召开方式：自行视频录制和网络文字互动
问答相结合投资者可于 2022年 11月 25日(星期五)至 12月 0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enn-ng@enn.cn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年 10月 29日发布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 02 日（星期五）15:00-16:30 举行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自行视频录制和网络文字互动问答相结合的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

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2月 02日（星期五）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自行视频录制和网络文字互动问答相结合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副董事长兼联席首席执行官于建潮先生、联席首席执行官韩继

深先生、董事兼总裁郑洪弢先生、独立董事唐稼松先生、首席财务官王冬至先生、董事会秘书梁宏玉女
士、首席财务总监宗波先生、财务部主任程志岩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12 月 02 日（星期五）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在线

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年 11月 25日(星期五)至 12月 0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enn-ng@enn.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投资者关系赋能群
电话：0316-2597675
邮箱：enn-ng@enn.cn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召开业绩说明会， 实际召开方式有可能会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做相应微调，敬请投资者理解。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

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0242 证券简称：*ST中昌 公告编号：临 2022-139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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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收到公司董事李波先

生的辞职报告，因私人原因，李波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之职，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李波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其辞任不会影响公司及董事会正常运作，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会
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公司董事会对李波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
贡献和努力，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0989 证券简称：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2-033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
300 万吨/年烯烃项目获得环评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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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 年 11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下发《关于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一
期 260 万吨/年煤制烯烃和配套 40 万吨/年植入绿氢耦合制烯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

〔2022〕183号），同意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宝丰煤基
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苏格里经济开发区图克工业项目区新建 260 万吨/年煤
制烯烃和配套 40万吨/年植入绿氢耦合制烯烃工程。 项目采用绿氢与现代煤化工协同生产工艺，烯烃
总产能为 300 万吨/年，是目前为止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煤制烯烃，也是全球唯一一个规模化用绿氢
替代化石能源生产烯烃的项目。项目计划用 18个月建成投产，届时宝丰能源烯烃总产能将大幅提升，
达到 520万吨/年。

特此公告。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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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三未信安”）首次公开发行1,914.0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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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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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1号文同意注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泰君安”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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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914.00万股。其中初始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87.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214.430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1.20%，本次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72.669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211.5197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28%；网上发行数量为488.0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28.72%。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1,699.5697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三未信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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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三未信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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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02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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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170.00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41.5197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的61.2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58.0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38.72%。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45981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11月2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11月2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78.89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2年11月25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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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舍五入精确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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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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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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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国泰君安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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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
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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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
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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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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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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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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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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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

用指引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投资者
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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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跟投机构
为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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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三未信安1号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君享资管计划”）。除此之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2年
11月22日（T-1日）公告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
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2年11月21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78.89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150,995.46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

币6000万元”。证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76.0552万股，获配股数
对应金额为59,999,947.28元。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君享资管计划
的方式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10.00%，即191.40万股，同时参与
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10,971.00万元。君享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10,971.00万元， 共获配138.3751万股，获
配股数对应金额及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为109,709,936.97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在
2022年11月29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
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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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1 证裕
投资

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跟
投

76.0552 3.97 59,999,947.28 一 59,999,947.28 24

2
君享
资管
计划

发行人公司
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
工通过设立
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138.3751 7.23 109,164,116.39 545,820.58 109,709,936.97 12

合计 214.4303 11.20 169,164,063.67 545,820.58 169,709,884.25 一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11月24日（T+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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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信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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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6,6116,8616,1116
末“5”位数 95370,70370,45370,20370
末“6”位数 184895,384895,584895,784895,984895

末“7”位数 0546669,1796669,3046669,4296669,5546669,6796669,8046669,9296669,4607182,314963
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三未信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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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三未信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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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6号）、《承销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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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注册制
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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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下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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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26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15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
下申购，网下申购总量为3,121,3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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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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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2,130,300 68.25% 7,456,050 71.59% 0.03500836%
B类投资者 4,880 0.16% 16,283 0.16% 0.03336813%
C类投资者 986,120 31.59% 2,942,864 28.26% 0.02984357%

合计 3,121,300 100.00% 10,415,197 1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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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1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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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
年11月29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三未信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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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公布网下限售账
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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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发行人：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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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星医疗”、“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2,504.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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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922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东星
医疗”，股票代码为“30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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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44.09元/股， 发行数量为
2,504.3334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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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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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044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4.53%。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2,622,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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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3,290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3.29%，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386,000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6.71%。

根据《江苏东星智慧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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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152.92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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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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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1,29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53.2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168,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46.71%。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14502942%，有效申购倍数为4,661.94072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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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数孰低值44.0933元/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华泰东星医
疗家园1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
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134,044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53%。

截至2022年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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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战略投资者战
略配售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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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东星医疗家园1号创业板
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34,044 49,999,999.96 12个月

合计 1,134,044 49,999,99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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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8,53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85,807,164.0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9,46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589,9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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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1,29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61,763,4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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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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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277,754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285%，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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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466股，包销金额为6,589,955.94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5968%。

2022年11月2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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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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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83387679
联系邮箱：htlhecm@htsc.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一号楼4层

发行人：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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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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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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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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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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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1,900.00 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11%。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9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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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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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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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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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8 日（T-1 日，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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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晶品特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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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5 日

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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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船智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6,0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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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2〕19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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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昆船智能”， 股票代码为
“3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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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8元/股，发行数量为
6,00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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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万股回拨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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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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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0.00万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1,71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28.50%。 根据《昆船智能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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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527.65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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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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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91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60699289%，有效申购倍数为3,835.83708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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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数量：28,975,099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02,174,374.12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24,901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733,625.88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0,900,0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28,89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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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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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3,091,325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0%，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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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01股，包销金额为1,733,62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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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2022年11月2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配资金与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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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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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传真：010-85130542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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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腾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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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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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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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2,211.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25.00%。本次发行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110.5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1470.35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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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1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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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网下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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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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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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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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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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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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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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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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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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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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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3.3544 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53.0031 万股， 占发行总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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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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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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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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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8 日（T-1 日，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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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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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