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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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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发行人湖南盐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盐业” ）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

（T+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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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湖南盐业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湖盐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

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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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位数 13846,63846

末“6” 位数 301996,551996,801996,051996

末“7” 位数 6183713

末“8” 位数 96587574,76587574,56587574,36587574,16587574

末“9” 位数 046100888,546100888,286047415

凡参与湖盐转债网上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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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8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00元）湖盐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4日

无锡芯朋微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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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朋微”、“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８２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

创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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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０

〕

１２１６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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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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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８２０

万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４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

，初始战略配售

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１

，

８７５．３０

万股，占最终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８０３．７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 本次发行

价格为

２８．３０

元

／

股。

芯朋微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芯朋微”股票

８０３．７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披露的《无锡芯朋微电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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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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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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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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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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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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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以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

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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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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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４

，

５１９

，

８９４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３３

，

０９０

，

５５２

，

０００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４２８７９０％

。 配号

总数为

６６

，

１８１

，

１０４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

０６６

，

１８１

，

１０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无锡芯朋微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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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

１４１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１１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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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７．９０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０７．４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７．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７１．６０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８．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２３８３８７％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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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生国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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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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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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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华泰联合

证券及中信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1,621,142

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081,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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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9,169 股，占发行总量的 3.46%。

最终战略配售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951,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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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发行数量为 47,783,973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32%；网上发行数量为 11,708,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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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9,491,973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

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28.18元 /股，三生国健于 2020 年 7月 13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三生国健” A股 11,7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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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月 15 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三生国健药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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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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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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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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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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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配售

对象账户将在 2020年 7月 16 日（T+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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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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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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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1,889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45,530,374,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571470%。 配号总数为

91,060,748，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91,060,74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三生国健药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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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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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

数倍，即 5,94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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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4,473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7,

657,500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8%。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0.0387818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7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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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

签，并将于 2020 年 7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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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国健药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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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4

日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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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承销商

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科思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２

，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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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

８０３

号文核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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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证券”、“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与

民生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８２２

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

３０．５６

元

／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９３．２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２８．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股数的

４０％

。

科思股份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科思股份”

Ａ

股

１

，

１２８．８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南京科思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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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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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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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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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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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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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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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８４８

，

９１２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８

，

３６７

，

９６６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１６

，

７３５

，

９３２

个，配号起

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１６７３５９３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南京科思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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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

６００．２８０４７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的

５０％

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８２．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３９．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４３６８１５３％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２６６．７９１３２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联席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

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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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申请于 2020 年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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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172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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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841.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

售发行数量为 726.15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5%。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

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26.1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未进行回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8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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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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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25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震有

科技” 股票 1,234.45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T+2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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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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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应于 2020 年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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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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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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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由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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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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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的股票限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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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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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对象

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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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时，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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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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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

任，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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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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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9,657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47,191,488,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615832%。

配号总数为 94,382,976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94,382,97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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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3,8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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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即 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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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8.9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45.9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48781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T+1 日）上午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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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

将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4

日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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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 孝 清 （身 份 证 号 码 ：

320106197001030456） 因管理不

慎，遗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关于张孝清与法刚之间

关于“百花村” 股票质押登记证明原

件 （ 质 押 登 记 编 号 为 ：

ZYD191320）。 特此声明作废。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关于证券质押登记证明的遗失声明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20

年第

2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部分基金2020年第2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英大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英大睿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2020年第2季度报告全文于2020年7月14日在本公司网站（www.ydamc.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

//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90-5288）咨询。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

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4日

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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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力合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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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72号）。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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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

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700万股，其中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3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足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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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万股，占发行总量的5%，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

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795.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69.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7.91元/股。发行人于2020年

7月13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力合微” A股7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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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0年7月15日（T+2日）披露的《深圳市力合微电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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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20年7月15日（T+2日）16:00前，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佣金费率为0.5%，应缴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获配金额*0.5%），资金应于2020年7月15日（T+2日）16:00前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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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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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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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

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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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户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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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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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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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投资者未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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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6,416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31,198,649,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466453%。配号

总数为62,397,298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62,397,29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深圳市力合微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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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05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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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后本次发行股份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

的整数倍，即256.5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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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60%，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5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2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4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8%。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0.0328860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7月14日（T+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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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于2020年7月15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4日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昊科技” 、“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2,040.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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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76号文核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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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7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24.4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16.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30.41元/股。

申昊科技于2020年7月13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申昊科技” 股票816.25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7月15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申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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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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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申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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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2020年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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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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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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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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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861,520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87,324,410,500股， 配号总数为 174,648,821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7464882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杭州申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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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8.24325倍，高于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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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04.0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836.65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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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0324924%，申购倍数为4,754.54825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7月1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10栋3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0年7月15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