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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029

证券简称：南微医学 公告编号：

2019-010

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公司名称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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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名称“南京微创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于2019年9月

10日、9月27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

称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注册名称由“南京微创医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涉及证券简称和证券代码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9月11日、9月28日公司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已变更为

“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6089812733

注册资本：13334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成立日期：2000年5月10日

法定代表人：隆晓辉

营业期限：2000年5月10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凭许可证所列事项生产经营）；与本企业业务相关的产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消毒灭菌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网上销售医疗器械。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特此公告。

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呼和浩特市中院将于近期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对华宸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的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价值 141277000 元股份（按评估价

3.42 元 /股，折合股数约为 41309065 股）进行公开司法拍卖活动。

起拍价：按 3.42 元 / 股单价竞拍；保证金：1500 万元。 最终成交股数

按照 141277000元÷每股成交价折算（四舍五入取整）。

详情请登录内蒙古产权交易网（www.nmcqjy.com）、人民法院诉讼

资产网（网址:http://www.rmfysszc.gov.cn）查询。

联系人： 李先生 0471-3473035����田女士 0471-3473039

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地址：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阿吉泰路 3 号

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10 月 22 日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价值 141277000 元股份拍卖（第一次）公告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商赢环球 公告编号：临

-2019-079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

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银行向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催收债务事项的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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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银行向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催收债务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2862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17日披露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银行向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催收债务事项的问询函〉 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78）。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核

实。 但由于《问询函》中涉及到的有关事项尚需进一步核实和完善。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

期至2019年10月29日前回复并披露。

公司将尽快完成对《问询函》的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

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信息为准。 敬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506

证券简称：南都物业 公告编号：

2019-044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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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南都物业” ）与赛丽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赛丽地产” ）拟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投资建设总部办公楼，赛丽地产已针对本

次合作项目成立全资子公司杭州丽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项目总投资预计约

为人民币60,000万元， 其中项目土地款和启动资金由双方各按50%比例分别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剩余经营所需的其他资金以项目公司通过融资方式筹集。

上述事项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为顺利推进本次合作事项的进展，同意公司向

项目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3,000万元的财务资助，年利率为7.2%，借款期限自首次借款之日起

至本项目竣工交付之日止，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介绍

1、 财务资助对象：杭州丽郡置业有限公司

2、 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3,000万元

3、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4、 财务资助用途：经合作各方协商确认，南都物业、赛丽地产各按50%比例分别出借给项目公

司，用于支付项目地块的土地款和启动资金。

5、 财务资助期限及利率：

1） 财务资助的借款期限自首次借款之日起至本项目竣工交付之日止。

2） 在项目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证后，南都物业以其应收项目公司债权中3,000万元通过增资

扩股方式向项目公司出资，增资后双方各持有项目公司的50%股权，剩余债权继续按照原约定条件

出借给项目公司。

3） 公司本次财务资助按7.2%的年利率收取利息。

6、 风险控制措施

1） 赛丽地产以其现持有的项目公司50%的股权， 为项目公司结欠南都物业负债提供质押担

保，后续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动的，赛丽地产应提供补充质押，确保以项目公司股权的50%向

南都物业提供质押担保。 赛丽地产同时就项目公司结欠南都物业的负债提供信用保证担保。

2）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10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 被资助对象情况

1、 公司名称：杭州丽郡置业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2019年09月18日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法定代表人：方晓宏

5、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6、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75号一号楼6层618室

7、 经营范围：服务：房地产开发，场地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建筑技术的技术开发，

绿化养护；批发、零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水暖器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 担保方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赛丽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2005年3月29日

3、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 法定代表人：夏赛丽

5、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6、 注册地址：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63号1幢1楼1234室

7、 经营范围：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室

内外装修设计与咨询，园林工程设计。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8、 财务状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赛丽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136,963万

元，净资产61,369万元，营业收入51,186万元，利润总额1,690万元。

五、 本次财务资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投资建设总部办公楼，为公司可持续发

展奠定基础，公司本次对项目公司的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外，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七、 报备文件

（一）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三） 项目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特别提示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海生科” 、“发行人” 或“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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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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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780.0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

预计发行数量为 249.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4.00%。 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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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2,419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3.78%，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39,581 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10,755,581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592,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92%。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15,347,581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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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昊海生科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昊海生科” A股 459.2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9

年 10月 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昊海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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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

（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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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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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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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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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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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421,947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14,819,358,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098650%。 配号总数为 29,

638,717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29,638,71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昊海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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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2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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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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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0,581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8%，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1.8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127,000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92%，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34.42%。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13445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9年 10月 22日（T+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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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0

月

22

日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阳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 7,0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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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19〕1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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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

券”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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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4.22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初始战略配售预

计发行数量为 353.21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4,697.71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2,013.30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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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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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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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23日（T-1 日）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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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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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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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鑫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768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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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782 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主承销

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祥鑫科技” ，股票代码为“002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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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元 /股，发行数量为 3,768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260.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1,507.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376.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391.2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9年 10月 1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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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33,798,84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72,259,007.1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3,15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250,672.84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766,48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74,915,326.9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18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30,193.02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1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华泰价值稳进郑州

1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

253 5,032.17

2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华泰价值稳进郑州

2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

253 5,032.17

3

莱州市农业科学院 莱州市农业科学院

253 5,032.17

4

詹培华 詹培华

253 5,032.17

5

鲍建江 鲍建江

253 5,032.17

6

曾远彬 曾远彬

253 5,032.17

合计

1,518 30,193.02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4,674股，包销金额为 2,280,865.86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3043%。

2019 年 10 月 22 日（T+4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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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

证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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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2日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尔赛”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759.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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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9〕167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

销商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

行人股票简称为“豪尔赛” ，股票代码为 002963。

本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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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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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6元 /股，且发行数量为 3,759.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

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255.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1,503.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375.9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383.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9年 10月 1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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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33,718,24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797,773,629.3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2,75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667,830.6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757,25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8,896,676.9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74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1,263.04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股

数（股）

应缴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鲍建江 鲍建江

400 9,464.00 400

2

曾远彬 曾远彬

400 9,464.00 400

3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价值稳进郑州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272 6,435.52 272

4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价值稳进郑州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272 6,435.52 272

5

莱州市农业科学院 莱州市农业科学院

400 9,464.00 400

合 计

1,744 41,263.04 1,74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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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4,501股，包销金额为 2,709,093.66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比例为 0.3046%。

2019年 10月 2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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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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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1118563、021-6111853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2日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海尔生

物”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79,267,940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文件已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742 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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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海尔生物” ，扩

位简称为“海尔生物” ，股票代码为“688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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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公司估值水

平、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5.53 元 / 股，发行数

量为 79,267,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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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3,397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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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0,718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4%，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792,679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53,506,222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1%；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22,591,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9%。

根据《青岛海尔生物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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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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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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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96,222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31%；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30,201,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9.6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043738%。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9 年 10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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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交所和

中国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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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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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未设立相关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各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1、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1）缴款认购股数：3,170,718 股；

（2）缴款认购金额：49,241,250.54 元；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0,174,709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68,613,230.77?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6,291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408,299.23 元；

未按时缴纳认购资金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

称

初步获配

数量（股）

应缴纳获配

金额及佣金

（元）

实际缴纳

获配金额

及佣金

（元）

实际

配售

数量

（股）

实际配售

金额

（元）

放弃认购

数量

（股）

1

深圳望正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望正基石投

资一号基金

13,224 206,395.56 0 0 0 13,22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5,882,998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12,562,958.94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3,224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05,368.72 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3,562,801.50 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19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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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厅主持了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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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海尔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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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

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

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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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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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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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7,940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7.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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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15 股，包销金额为 613,667.95 元，

包销比例为 0.05%。

2019 年 10 月 22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保荐协议

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和网上、网下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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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松（代）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发行人：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2

日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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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192)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10月18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10

月23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6256�

20.7775�

33.9620�

15.0622�

11.6985�

15.0597�

12.3794�

13.4064�

10.6921�

5.6641�

10.4716�

10.44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