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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丽珠集团受让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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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22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

四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受让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

与天津天士力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天士力）签署了《关于

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丽珠集团将使用自

有资金人民币7.24亿元受让天津天士力所持有的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天津同仁堂）4,400万股股份，占天津同仁堂股份总数的40.00%（以下简称：本交易）。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3月23日发布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丽珠集团受让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0%股权的公告》（临2020-030）。

鉴于交割先决条件中涉及的股份协议转让手续所需申报材料尚未准备完毕，双方拟延

长交割先决条件的满足时间，经天津天士力（甲方）与丽珠集团（乙方）友好协商，于2021

年4月6日，签署了《〈关于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乙方同意，《股份转让协议》第三条（一）中关于交割先决条件满足的时间条

款，（即“如果上述交割先决条件未能在2021年4月9日之前或经双方协商一致认可的其他

日期内全部得到满足，本协议自动终止，且双方不构成违约，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修改为

“如果上述交割先决条件未能在2021年5月10日之前或经双方协商一致认可的其他日期内

全部得到满足，本协议自动终止，且双方不构成违约，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

二、其他条款仍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执行。

本公司未来将根据本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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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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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瑞电子”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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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号文予以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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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1,305.3667万股，其

中，网上发行1,305.3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87%，剩余未达深市新股

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余股167股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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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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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5,500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19,978,390,000股，配号总数为239,956,780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000239956780。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08798760%，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9,191.28127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4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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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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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8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1年4月8日（T+2日）公告

的《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2021年4月8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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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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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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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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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7日

林劲峰与李利鹏、 北京汇真网络传媒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真公司” ）名誉权

侵权纠纷一案，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

的（2019）粤 0303 民初 3104 号判决已生效，

李利鹏及汇真公司未依判决发表致歉声明并

赔礼道歉，故依上述判决，刊登判决主要内容

如下：

上述生效判决认定李利鹏、 汇真公司恶意

发布的 “恶意侵吞汇真公司” 、“骗取银行贷

款” 、“父亲贪污” 、“恶棍” 、“恶魔” 等侵权言

论直接对林劲峰社会评价造成影响， 具有人身

侮辱性，侵犯了林劲峰名誉权，李利鹏、汇真公

司主观上具有过错， 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林劲峰请求判令李利鹏、 汇真公司停止侵

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有事实和法

律意见，应予以支持，故依法判决如下：

一、李利鹏、汇真公司立即停止发布侵犯林

劲峰名誉权的相关言论；

二、李利鹏、汇真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 在其注册使用的微信朋友圈、微

博、微信公众号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就侵犯

名誉权的行为向林劲峰发布致歉声明 （其中

致歉声明在微信朋友圈、微博、微信公众号需

保留

15

日），内容需经本院审定，如李利鹏、

汇真公司拒不履行， 由本院在全国性报刊上

刊登本判决书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李利鹏、

汇真公司负担；

三、李利鹏、汇真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林劲峰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

2

万元；

四、李利鹏、汇真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十

日内支付林劲峰因维权产生的费用

96920

元。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2021 年 4 月 7 日

判 决 公 告

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行动教育”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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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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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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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109 万股，全部为新股，不

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65.40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43.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7.58 元 / 股。

行动教育于 2021 年 4 月 6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行动教育” A 股 843.6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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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7,262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84,045,970,000 股，网上发行

初步中签率为0.01003736%。 配号总数为84,045,970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84,045,96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9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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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898.1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25840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4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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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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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1年 4 月 8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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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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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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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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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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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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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7

日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诺禾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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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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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1〕737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诺禾致源” ，扩位简称为“诺禾

致源科技” ，股票代码为“688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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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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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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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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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6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02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03.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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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00 万股，占发

行总数量的 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733.6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83.40 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根据 《北京诺禾致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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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约为 4,5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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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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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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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1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年 4 月 2日（T+2日）结束。 具

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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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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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及中

信证券诺禾致源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诺禾致源

员工资管计划” ）组成，各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1、中证投资

（1）缴款认购股数（股）：2,010,000

（2）缴款认购金额（元）：25,647,600.00

2、诺禾致源员工资管计划

（1）缴款认购股数（股）：4,020,000

（2）缴款认购金额（元）：51,295,200.00

（3）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256,476.00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241,73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0,684,538.6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26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8,221.4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3,919,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05,206,44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1,526,0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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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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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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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4”位数 234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诺禾致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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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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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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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1,682,207 股，

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03%，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92%，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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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9,265 股，包销金额为 118,221.40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271%，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

例为 0.0230%。

2021 年 4 月 7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

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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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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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40

发行人：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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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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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21]613 号” 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晓鸣股份” ，股票代码为

“300967”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54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7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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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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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3,360.5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 网上发行数量调整为 1,339.5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根据《宁夏晓鸣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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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4.1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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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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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79.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8.50%。回拨机制启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201053545%。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4 月 2 日（T+2 日）结束。具体情

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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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2,758,42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3,323,254.0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6,57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66,045.96

（二）网下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205,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9,890,7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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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2,424,151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2%，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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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6,574 股，包销金额为 166,045.96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0.08%。

2021 年 4 月 7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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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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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6177253、010-56177255

发行人：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7 日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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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安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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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2 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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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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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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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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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81,93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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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2,289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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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5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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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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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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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 月 8 日（T-1日，周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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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安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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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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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3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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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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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 31,800,000 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19,08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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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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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承销商）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德证券” ）定于 2021 年 4 月 8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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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 4 月 8 日（T-1日，周四）09:00-12: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中德证券相关人员。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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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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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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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万辰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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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辰生物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8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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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8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核同意，并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756 号

文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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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837.5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19 元 /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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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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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构相关子公

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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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3.8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1,093.65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5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3,837.5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万辰生物于 2021 年 4 月 6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万辰生物” A 股 1,0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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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 月 8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福建万辰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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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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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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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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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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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足 1股向上取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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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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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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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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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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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9,282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04,513,214,000 股， 配号总数为

209,026,428 个 ， 配 号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 截 止 号 码 为

00020902642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福建万辰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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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6.3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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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5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976.3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861.1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48.5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78077961%，申购倍数为 5,615.51804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4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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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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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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