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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办理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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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家兴先生的通知， 获悉陈家兴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

了质押及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陈家兴 是，实际控制人

12,200,

000

36.12% 3.64% 否 否

2020年11

月12日

2021年11月

12日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担

保

合计

12,200,

000

36.12% 3.64%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冻

结/拍卖等股份数

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陈家兴 是，实际控制人 10,630,000 31.47% 3.17%

2020年3月23

日

2020 年 11 月

19日

石嘴山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分

行

合计 10,630,00 31.47% 3.17%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青龙控股” ）、陈家兴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

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陈家兴 33,774,705 10.08% 16,820,000 49.80% 5.02% 0 0 0 0

青龙控股 71,300,654 21.28% 47,500,000 66.62% 14.18% 0 0 0 0

合计 105,075,359 31.37% 64,320,000 61.21% 19.20% 0 0 0 0

二、陈家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陈家兴先生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为1,912万股，占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8.20%，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5.71%，对应融资余额6,700万元。

未来一年内（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为3,132万股，占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29.81%，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9.35%，对应融资余额10,700万元。

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其收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具有相应的偿付能力。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

生不利影响；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

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解除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0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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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461

股票简称：洪城水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86

债券代码：

110077

债券简称：洪城转债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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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城水业” 、“发行人” 或“公司” ）、申万宏

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主承销商”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等相关规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可转债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方面，具

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1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能够认购中签后的1手

或1手整数倍的可转债，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

认购资金不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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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手。网上投资者放

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

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8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基数为18亿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

5.40亿元。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

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

中国证监会报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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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洪城水业本次公开发行18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工作已于2020年11月

20日（T日）结束。 现将本次洪城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洪城转债本次发行180,000万元（1,800,000手）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100元

/张（1,000元/手），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0年11月20日（T

日）。

二、发行结果

根据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本次洪城转债发行总额为180,000万元，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

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1、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1）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发行人原有限售条件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71,105手，即71,105,000元。 最终向原有

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的洪城转债总计为71,105手，即71,105,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3.95%，配售比例为100%。

（2）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 最终向发行人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洪

城转债总计为1,389,340手，即1,389,340,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7.19%，配售比例为

100%。

2、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洪城转债为339,555,000元

（339,555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8.86%，网上中签率为0.00447731%。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 本次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

量为7,583,905,834手，即7,583,905,834,000元，配号总数为7,583,905,834个，起讫号

码为100,000,000,000� -� 107,583,905,833。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2020年11月23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结果将在

2020年11月24日（T+2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公告。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

中签号只能购买1手（即1,000元）洪城转债。

3、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情况汇总

类别 中签率/配售比例（%） 有效申购数量（手） 实际获配数量（手） 实际获配金额（元）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100 1,389,340 1,389,340 1,389,340,000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100 71,105 71,105 71,105,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0.00447731 7,583,905,834 339,555 339,555,000

合计 7,585,366,279 1,800,000 1,800,000,000

三、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洪城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发行人于2020年11月18日（T-2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和《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五、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1、发行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绿茵路1289号

电话：0791-85234708

联系人：桂蕾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

电话：010-808588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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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

特别提示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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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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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5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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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 万股。 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 1,8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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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

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5,76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1,44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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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3元 / 股。

根据 《上海艾力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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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艾力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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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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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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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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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2,16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62495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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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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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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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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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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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艾力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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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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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企业和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

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其他战略投资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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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18 日（T-1 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上海艾力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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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艾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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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

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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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3元 / 股，本次发行股数 9,000.00 万股，发行总规模 204,570.00 万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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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但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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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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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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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16 日（T-3 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药控股有

限公司、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科创板

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代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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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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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 20,457,000.00 102,285.00 12个月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900,000 20,457,000.00 102,285.00 12个月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350,000 30,685,500.00 153,427.50 12个月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0,000 30,685,500.00 153,427.50 12个月

汇添富科创板 2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800,000 40,914,000.00 204,570.00 12个月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700,000 61,371,000.00 - 24个月

中信证券艾力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9,000,000 204,570,000.00 1,022,850.00 12个月

合计 18,000,000 409,140,000.00 1,738,84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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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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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力斯

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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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9,6699,0396

末“5”位数 84082,64082,44082,24082,04082,47565

末“6”位数 527435,027435

末“7”位数 8054676,5554676,3054676,0554676

末“8”位数 36854638,56854638,76854638,96854638,16854638,87911493,37911493

末“9”位数 08600595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艾力斯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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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艾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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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19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 35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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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93,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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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9,990.00 65.90% 35,109,226 69.66% 0.03727098%

B类投资者 47,200.00 0.33% 175,902 0.35% 0.03726737%

C类投资者 4,826,640.00 33.77% 15,114,872 29.99% 0.03131552%

合计 14,293,830.00 100.00% 50,400,000 100.00% 0.0352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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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余股 15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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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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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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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力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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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0262367

发行人：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23

日

上海艾力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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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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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田智能”、“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６６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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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

２３９７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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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６６６．６７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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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３．３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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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０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２８．５０％

。

亿田智能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亿田智能”股票

７６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亿田智能厨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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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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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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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月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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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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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

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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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４７５

，

７４１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８０

，

１０２

，

９５５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６０

，

２０５

，

９１１

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６０２０５９１１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浙江亿田智能厨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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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３９．８６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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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３．３５００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７３．３２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９３．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１４６０９５９％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１９３．４４７６７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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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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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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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特智能” 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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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4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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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

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0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100%。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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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20年11月20日（T日）利用深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朗特智能” 股票1,065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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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 ,433 ,177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02 ,117 ,212,000股，配号总数为204,234,424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000204234424。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04291919%，网上投资

者有效申购倍数为9,588.47061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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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2020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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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11月24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0年11月24日（T+2日）公告的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

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2020年11月24日（T+2日）日终，中签投

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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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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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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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3日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声迅股份” 、“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2,046.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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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20]265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声迅股份” ，股票代码为“003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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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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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元/股，发行数量为2,046.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27.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18.4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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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1,841.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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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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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7,60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72,330,358.3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6,39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37,2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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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4,54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1,422,461.4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5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9,4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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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数量

（股）

1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鑫盛4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12 2,269.12 112

2

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

司

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

司

112 2,269.12 112

3 欧阳江 欧阳江 112 2,269.12 112

4 高文班 高文班 112 2,269.12 112

5 高英 高英 112 2,269.12 112

6 苏碧梧 苏碧梧 112 2,269.12 112

7 尹力光 尹力光 112 2,269.12 112

8 於彩君 於彩君 112 2,269.12 112

9 高旭 高旭 112 2,269.12 112

10 王廷春 王廷春 112 2,269.12 112

11 王晓申 王晓申 112 2,269.12 112

12 张广智 张广智 112 2,269.12 112

13 唐千军 唐千军 112 2,269.12 112

合计 1,456 29,498.56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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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7,847股，包销金额为766,780.22元。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8%。

2020年11月23日（T+4日），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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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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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8588083、010-68588637

联系人：西部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