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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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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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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上

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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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0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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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0,000 股。其中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875,00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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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数量为 1,698,665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3.59%，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176,335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7,613,835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49%；网上发行数量为 3,187,500 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51%。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3.73元 /股。

根据《成都极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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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极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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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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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1,080,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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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3,335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60.4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268,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39.5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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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于 2021年 2月 23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 133.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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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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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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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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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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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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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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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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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

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科创板 IPO网下投资者核查系统提交的《网下

投资者承诺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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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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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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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

则》行为的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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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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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

效。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

售

期

1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

司

448,665 59,999,970.45 - 59,999,970.45

24

个

月

2

中金公司极米科技

1

号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209,766 161,782,007.18 808,910.04 162,590,917.22

12

个

月

3

中金公司极米科技

2

号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40,234 5,380,492.82 26,902.46 5,407,395.28

12

个

月

合计

1,698,665 227,162,470.45 835,812.50 227,998,28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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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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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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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2020, 7020

末“

5

”位数

44812, 64812, 84812, 24812, 04812, 44553, 94553

末“

6

”位数

121618, 371618, 621618, 871618

末“

7

”位数

2813449, 7813449, 9312781

末“

8

”位数

2000234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极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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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极米科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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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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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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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19 日（T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 37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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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2,13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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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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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

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以及保险资金）

1,292,860 60.07% 4,624,706 70.79% 0.03577113%

B

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资金）

2,540 0.12% 8,493 0.13% 0.03343701%

C

类投资者

856,730 39.81% 1,900,136 29.08% 0.02217894%

合计

2,152,130 100.00% 6,533,335 100.00% 0.03035753%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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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余股 2股按

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

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 2021年 2月 19 日 09:30:

1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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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年 2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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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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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极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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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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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3014

发行人：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 23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100,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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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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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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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49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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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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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33,334股。 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 28,568,888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28.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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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66,389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6.88%，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602,499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59,014,945 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44%；网上发行数量为 14,352,000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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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元 /股。

根据《杭州美迪凯光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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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杭州美迪凯光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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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约为 4,396.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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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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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77,945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44%；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1,689,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5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43726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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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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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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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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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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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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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IPO项目

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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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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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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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

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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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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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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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

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子公司，以

下简称“中证投资” ）；

（2）中信证券美迪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美迪凯员工资管计

划” ）；

（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以下简称“其他战略投资者” ）。

战略投资者名单情况如下（排名不分先后，按首字母排序）：

序号 投资者全称 简称 投资者类型

1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中证投资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

中信证券美迪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美迪凯员工资管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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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汇顶科技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天集团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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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18 日（T-1 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

资格核查之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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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元 /股，本次发行股数 100,333,334股，发行总规模 102,239.67万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人民币 10亿元、不足 20亿元，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4%，但不超过人民

币 6,000 万元。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

配股数 401.3333 万股，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

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T+4 日）之前，依据中信证

券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结果如下：

截至 2021 年 2 月 9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

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T+4 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

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4,013,333 40,895,863.27 - 24个月

中信证券美迪凯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0,033,332 102,239,653.08 511,198.27 12个月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7,850,834 79,999,998.46 399,999.99 12个月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068,890 51,651,989.10 258,259.95 12个月

合计 26,966,389 274,787,503.91 1,169,45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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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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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厅主持了杭

州美迪凯光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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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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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0，0070，7686

末“5” 位数 77725，52725，27725，02725

末“6” 位数 711599，211599，477194

末“7” 位数 8231803，6231803，4231803，2231803，0231803，7701625，2701625

末“8” 位数 24378515，74378515

末“9” 位数 07448567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美迪凯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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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7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美迪凯 A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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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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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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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19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32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6,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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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53,45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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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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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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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 9,758,330 55.28% 35,990,492 69.64% 0.03688181%

B类投资者 50,860 0.29% 187,564 0.36% 0.03687849%

C类投资者 7,844,260 44.43% 15,499,889 29.99% 0.01975953%

合计 17,653,450 100.00% 51,677,945 100.00% 0.02927357%

注：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B 类投资者包括合格境外投资者；C 类投资者为除 A、B 类的其他投资机构。 上

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其中余股 7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华泰

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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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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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并将于 2021年 2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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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美迪凯光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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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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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99

发行人：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3

日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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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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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固特”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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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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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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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万股，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8.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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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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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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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5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1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2月22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德固特” 股

票712.5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2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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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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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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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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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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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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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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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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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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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4,40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76,735,233,000股，配

号总数为153,470,466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5347046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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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9.85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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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500.00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8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1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58010858%，申购倍数为6,328.67901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2月23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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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3日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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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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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1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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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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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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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 303.9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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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50

万股，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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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60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本次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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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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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2 月 24 日（T-1 日）（周三）14:00-17: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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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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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2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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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实施破产重整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鲁山法院” ）裁定批准《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并终止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铝业” ）重整程

序。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4月27日、5月20日召开董事会第七

届二十四次会议和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拟

实施破产重整计划的议案》，详见2020年4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河

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拟实施破产重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2020年6月30日，神火股份收到鲁山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0）豫0423破申1号）和《决

定书》（（2020）豫0423破1号），详见2020年7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实施破产重整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目前，该事项进展如下：

一、事项进展情况

2021年2月20日，公司收到鲁山法院做出的《民事裁定书》（（2020）豫0423破1号之三），主要内

容如下：

2021年2月8日，汇源铝业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2021年1月20日汇源铝业管理人召开了第二次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分为税款债权组、出资人组、普通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进行了表决。 由于

职工债权组的权益未受到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三）》的规定，该组不参加重整计划的表决。 经表决税款债权组、出资人组、普通债权组均通过

了重整计划，请求本院批准。

本院查明，汇源铝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税款债权组、出资

人组、普通债权组均通过了重整计划，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1、批准汇源铝业重整计划；

2、终止汇源铝业重整程序。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鲁山法院裁定批准汇源铝业《重整计划》后，汇源铝业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汇源铝业负责执行

重整计划，其管理人负责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汇源铝业执行《重整计划》将对公司合并报表口径下的

净资产和净利润产生影响，具体数据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准。

三、风险提示

鲁山法院已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汇源铝业重整程序，汇源铝业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如果汇源铝业顺利实施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汇源铝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在实现改造

升级后，推动汇源铝业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不能顺利实施，汇源铝业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

宣告破产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汇源铝业能否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及汇源铝业管理人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及影响情况，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

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后续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鲁山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0）豫0423破1号之三）。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