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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11日 星期二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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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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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20〕1579 号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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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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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1,500.00 万股，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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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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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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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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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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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12 日（T-1 日）下午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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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键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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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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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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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安必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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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必平”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2,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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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4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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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334万股。 初始战

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116.7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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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7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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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15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65.15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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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上、网

下发行合计数量为2,217.3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30.56元/股，发行人于2020年8月10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安必平”股票665.15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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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州安必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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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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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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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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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3日（T+3日）通过摇号

抽签的方式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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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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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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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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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2,667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30,067,882,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212161%。 配号总

数为60,135,765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60,135,76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广州安必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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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52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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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5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1,330.40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886.90万股，约占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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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4965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8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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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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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1日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3,35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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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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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11.2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40.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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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

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8月12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已刊登于2020年8月5日（T-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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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1日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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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正帆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6,423.544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于 2020 年 6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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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审核同意， 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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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588 号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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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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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423.5447 万股。其中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963.5316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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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7051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1.31%，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

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36.8265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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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8.8396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25%；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638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75%。 最终网下、 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 5,

696.8396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正帆科技” A 股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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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正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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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20 年 8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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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8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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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1,793 户，有效

申购数量为 66,276,864,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471451%。

配号总数为 132,553,728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一 100,132,553,72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上海正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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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726.7051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1.31%，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236.8265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

行。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058.8396 万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638

万股。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0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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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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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9.1396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1.25%；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2,207.70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8.7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33102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8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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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抽签

仪式，并将于 2020 年 8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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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1 日

深圳市杰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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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杰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美特”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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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585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200.00 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1.26 元 /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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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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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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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288.0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71.5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12.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3,200.0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杰美特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杰美特” 股票 912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T+2�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杰美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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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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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杰美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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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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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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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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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

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

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

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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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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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3,478,169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90,559,743,000

股，配号总量为 181,119,486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为 00018111948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深圳市杰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929.79638 倍，高于 100 倍，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20%（64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本次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64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1,552.00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 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71378578%，有效申购倍数为 5,835.03499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定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T+1 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 5054 号深业中心 308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0 年 8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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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1 日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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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医学” 、“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4,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0年

7月13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于2020

年7月24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563号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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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网上向持有一定市值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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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1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10.16元

/股。

由于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第八条第

二款规定的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进行跟投。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0股）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205万股按照80%、20%的比例分别回拨至网下、网

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3,2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0%；

网上发行数量调整为8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0年8月10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康泰医学” 股票82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2020年8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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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T+2日）16:00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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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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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依据《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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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发行价格与中签数量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资金账户在2020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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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 所有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按照比例进行限售处理，限售比例为10%，若不足1股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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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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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数量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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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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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

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

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

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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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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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522,772户，有效申购股数为79,404,137,

000股， 配号总数为158,808,274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158808274。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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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683.43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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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82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2,4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4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40%。

回拨机制启动后，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06538357%， 申购倍数为4,841.71567

倍。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8月1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5054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0年8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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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8月11日

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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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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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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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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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浙江维康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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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

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２

，

０１１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为

８

，

０４３．９０６８

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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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００．５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战略投资

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３７．４５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１％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７３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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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Ｔ＋

２

）刊登的《浙江维康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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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周三）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相关

资料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５

日（

Ｔ－６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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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

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２

，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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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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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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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

发行股份

２

，

７００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２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４０．００％

。

为了便于

Ａ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周三）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已刊登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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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