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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氏医药储运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上海华氏医药储运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仓储业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物资、商品仓储，代办

托运，室内装璜，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汽车摩托车配件、五金交电、机电设备（汽车除外）、百货、金属材

料、建材、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的销售，汽车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增资后，原股东 49%；新增投资人 51%

拟新增注册资本：拟新增注册资本520.4082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拟新增投资人1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盘活资产，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一家合格的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人与最终投资人就增资事项签署合法有效的增资协议。

增资终结条件:

增资信息披露期满，没有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或增资人未能与最终投资人就增资事项签署合法

有效的增资协议，则本次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原股东 49%；新增投资人 51%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委估房屋建筑物消防未通过验收，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本次房屋的建筑面积其中序号2-厂房的建筑

面积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沪浦规建（95）157号）记载的建筑面积为依据，其

余房屋建筑面积以被评估单位申报的建筑面积为依据， 若此后正式登记的房屋建筑面积与房地产登记

中心办理的产证面积有差异，需以产证面积为准对其申报的建筑面积进行调整。

项目联系人：万雅宁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2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4-2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实际控制企业

注册资本：35,1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其他制造业

职工人数：787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销售；太阳能发电、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

管理及销售；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设计、生产、销售和安装施工；光伏相关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及技术服

务；太阳能灯具的设计、生产、销售和安装施工；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引进、技术转让；与以上业务相

关的产品、设备、原料的进出口；承接电力工程专业；承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承接照明工程专

业承包；太阳能发电实验示范科普基地的工业旅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

售；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大数据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94.4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5.56%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7.11亿（含原股东及员工跟投）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5名（含5名）（不含原股东及员工跟投）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镇江公司年产6.5GW高效太阳能电池和1.5GW高效组件智能制造项目的资本

金需求及流动资金需求。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1、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7.11亿（含原股东及员工跟投）； 2、本次增资完成后，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与员工跟投平台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总注册资本的49%， 其中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总注册资本的43%，且应当保持控股股东地位； 3、新增投资人（不含原股东及员工

跟投）数量不超过5名（含5名），合计持股比例不高于公司总注册资本的49%。

增资终结条件:

1、投资人、增资方及原股东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2、当增资方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1、本次增资完成后，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员工跟投平台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总注册

资本的49%，其中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总注册资本的43%，且应当保持控股

股东地位。 2、本次增资引入的单一投资方的投资金额最低为5000万元（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员

工跟投平台除外），任意一家新引入的投资人与其参与本次投资的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中节能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跟投平台除外）单独及合计持有镇江公司的股权比例不高于增资扩股后镇江公司总

注册资本的30%。 增资完成后,投资方（不含原股东及员工跟投）的合计持股比例不高于公司总注册资

本的49%，具体情况以实际增资结果为准。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李玲玲

联系方式：010-51917888转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1-05-17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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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声电子”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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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 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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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4,000.00

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00.00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5.00%。战略配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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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38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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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00 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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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 元 / 股。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7 日（T 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上声电子” A 股股票 1,02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方式、回拨机制、锁定期设置及缴款环节等方面，并

于 2021 年 4 月 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苏州上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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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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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中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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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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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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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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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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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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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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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7,966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46,828,869,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178144%。配号总数

为 93,657,738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93,657,73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苏州上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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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4,5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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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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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36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 40%。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290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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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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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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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8 日

广东格林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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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格林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精密”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0,33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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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格林精密” ，股票代码

为“300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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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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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8万股，全

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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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

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550.7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15.00%。 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033.8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0%，与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516.9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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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6.90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81.1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757.3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18.89%。

根据《广东格林精密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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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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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894.66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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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1,860.85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686.0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61.1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18.1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38.89%。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60799461%。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4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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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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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即招商资管格林精密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格林精密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

截至2021年3月29日（T-3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本次获

配股数为10,338,000股，最终获配金额为71,022,060元。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格林精密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10,338,000 71,022,060 12个月

总计 10,338,000 71,022,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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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40,64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48,286,203.67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0,85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80,7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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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60,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90,631,635.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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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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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5,686,899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0%，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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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40,859股，包销金额为280,701.33元。 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04%。

2021年4月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配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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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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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73、0755-23189781

发行人：广东格林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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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年 4月 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

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证券日报网，网

址 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 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中洲特材

2、股票代码:� 300963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2,000.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3,000.00 万股;公司股东不公开发

售股份。

二、 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

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

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 联系方式

(一） 发行人: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世盛路 580号

电话:� 021-59966058

传真:� 021-59966058

联系人:祝宏志

(二）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号安联大厦 35层、28层 A02单元

电话:� 021-35082257

传真:� 021-35082539

联系人:何畏

湖北共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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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湖北共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年 4月 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

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

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 www.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共同药业

（二）股票代码：300966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1,527.7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900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

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

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

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湖北共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宜城市小河镇高坑一组

法定代表人：系祖斌

联系人：陈文静

电话：0710-3523126

传真：0710-342312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彭浏用

电话：010-6083� 3043

传真：010-6083� 3083

发行人：湖北共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8 日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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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恒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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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1〕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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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27,000,000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本次发行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4,05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16,0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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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5,0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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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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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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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或“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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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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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兴业证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安徽华恒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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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及备查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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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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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中金辐照

（二）股票代码：30096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64,001,897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66,000,500 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

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

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

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布吉路 1028 号中设广场 B座 19 楼

联系人：杨先刚

电话：0755-25177083

传真：0755-25289166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伍春雷、李波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E 座 3 层

电话：0755-23953946

传真：0755-23953850

发行人：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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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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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1,305.3667万股，发行价格为168.00元/股。本次

发行网上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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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包销。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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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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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持了达瑞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中签

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3659

末“6” 位数 165718、290718、415718、540718、665718、790718、915718、040718

末“7” 位数 1720920、3720920、5720920、7720920、9720920、1919721、6919721

末“8” 位数

86827035、06827035、26827035、46827035、66827035、27611835、52611835、77611835、

02611835

末“9” 位数 007675543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达瑞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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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达瑞电子股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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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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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高股份” 、“发行人” 或“公

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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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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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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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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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8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86 元 / 股。

龙高股份于 2021 年 4 月 7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龙高股份” A 股 1,28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

股份处理等环节，并于 2021 年 4 月 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龙岩高岭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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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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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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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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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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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4,169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109,125,545,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172961%。 配号总数为109,125,545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109,125,54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龙岩高岭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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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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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88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63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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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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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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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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