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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元科技”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 5,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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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1 号）。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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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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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0.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89.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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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12.3142 万股，占发行

总量约为 3.67%，比最初战略配售数量少 76.6858 万股。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则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3,920.3858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41%；网上发行数量为 1,647.3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59%。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8.26 元 / 股。

根据《广东嘉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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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5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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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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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3.5858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41%，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8.1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04.10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59%，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8.13%。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219351%。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主要变化如

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T+2 日）16:00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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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舍五入精确至分）。请确保认购资金及相应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本次发行向网下投资者收取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投资者

在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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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19 年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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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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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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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限售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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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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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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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

投资” ） 进行跟投， 无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

排。

东兴投资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

况详见 2019 年 7 月 11 日（T-1 日）公告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

东嘉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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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

核查报告》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嘉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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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19 年 7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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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6 元 / 股，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

模约 16.33428 亿元。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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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万元” ，本

次发行确定的最终跟投比例约为 3.67%，即 212.3142 万股，不足初始跟投股

数 289.00 万股。东兴投资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缴纳新股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6,

000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212.3142 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19 年 7 月 18 日（T+4 日）

之前，依据东兴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票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123,142 59,999,992.92 24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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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19 年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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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元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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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3,8943,4943,2943,0943

末“5”位数 30279,80279

末“6”位数 212643

末“7”位数

1632859,2882859,4132859,5382859,6632859,

7882859,9132859,0382859,1629489

末“8”位数 58215531,1593795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嘉元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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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82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嘉元科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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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1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 号）、《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以及《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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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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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12 日（T 日）结束。 经核

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 180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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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67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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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

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总

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 825,390 77.1631% 28,661,284 85.21% 0.34724535%

B类 3,450 0.3225% 84,087 0.25% 0.24373043%

C类 240,830 22.5144% 4,890,487 14.54% 0.20306802%

合计 1,069,670 100.00% 33,635,858 100.00% 0.31445079%

其中零股 295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配售给 “圆信永丰双利优选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

购时间为 2019-07-12�09: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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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

细”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9 年 7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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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9 年 7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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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元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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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10-66553415、010-6655346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6

日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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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宜上佳”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788.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

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文件已于 2019 年 6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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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9 年 7 月 3 日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211 号文注册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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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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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788.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39.4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5.00%，战略投资者中

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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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

963,672 股，占发行数量的 4.1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430,328 股首先回拨至网

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36,819,328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19%，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

097,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81%。

本次发行价格为 20.37 元 /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天宜上佳” A 股 909.7 万

股。

根据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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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宜上佳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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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825.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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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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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27,328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70.19%；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3,

689,000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29.8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32633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19 年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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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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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获配金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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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19 年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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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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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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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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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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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在线提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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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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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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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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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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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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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中签结果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19 年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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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厅进行本次发

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

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正。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391,6391,8391,2391,0391

末“5”位数 47904,97904,73412

末“6”位数 160734,660734

末“7”位数 4068740,6068740,8068740,2068740,0068740,0148631

凡在网上申购天宜上佳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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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78 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天宜上佳 A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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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19〕21 号）、《科

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 号）以及《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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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12 日（T 日）结束。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18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590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数量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1,055,73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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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

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

比例

配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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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产品、社

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

基金及保险资金）

806,190 76.36% 24,654,059 76.50% 0.30580954%

B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

3,500 0.33% 106,350 0.33% 0.30385714%

C类投资者 246,040 23.31% 7,466,919 23.17% 0.30348395%

合计 1,055,730 100.00% 32,227,328 100.00%

注：以上数据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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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零股 781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

售给东方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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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初步获配情况表” 。

三、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9 年 7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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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厅进行本次发

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T+4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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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公布网下配

售摇号中签结果。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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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票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1,963,672 39,999,998.64 24个月

五、 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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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5156445、010-65608356、010-85130998

发行人：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6

日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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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宏图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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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宏图”、“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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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

１２２０

号文注册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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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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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１５０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２０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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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０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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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５９．７５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８２．７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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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７．２５

元

／

股。

根据 《北京航天宏图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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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天宏图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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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７０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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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３９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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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３６５．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６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７７．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９３２３４９％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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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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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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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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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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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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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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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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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获配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

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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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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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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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

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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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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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

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的摇号抽签仪式。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

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７９５６

，

５４５６

，

２９５６

，

０４５６

末“

５

”位数：

０２８１９

，

１５３１９

，

２７８１９

，

４０３１９

，

５２８１９

，

６５３１９

，

７７８１９

，

９０３１９

，

８７２３７

末“

６

”位数：

８７７５０３

，

３７７５０３

，

８３００５１

末“

７

”位数：

２７３２６３４

，

７７３２６３４

末“

８

”位数：

３９７６４８４５

，

５８７７８５７５

凡在网上申购航天宏图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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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

５４０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航天宏图

Ａ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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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以及《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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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

１５７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

，

６０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数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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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６

，

２６０

万

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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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售结

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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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募产品、

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

年金基金以及保险资金）

６３６

，

１５０ ７３．４４％ １７

，

５０４

，

７７９ ７４．００％ ０．２７５１６７４８％

Ｂ

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

２

，

２００ ０．２５％ ６０

，

０８０ ０．２５％ ０．２７３０９０９１％

Ｃ

类投资者

２２７

，

９１０ ２６．３１％ ６

，

０９０

，

１４１ ２５．７５％ ０．２６７２１６９３％

合计

８６６

，

２６０ １００％ ２３

，

６５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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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零股

２６０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

给德邦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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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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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

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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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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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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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

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票数量（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７．５０ ３

，

５７９．３７５０ ２４

个月

五、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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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