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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世联行，证券代码：

002285)于2021年4月7日、2021年4月8日、2021年4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了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于2021年3月31日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的系列公告，其中包括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相关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截止本公告日,未有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的系列公告，其中包括《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内容，该预案需经2020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4月21日召开）审议通过方能实施，目前尚存在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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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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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32,681.98 132,268.34 0.31

营业利润 20,478.95 24,894.49 -17.74

利润总额 20,824.85 25,040.84 -1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78.83 19,440.97 -1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4,743.83 18,607.29 -20.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98 0.2951 -1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1 5.06 减少1.7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86,467.84 568,510.71 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99,796.53 483,278.79 3.42

股 本 68,015.27 68,015.27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7.3614 7.1181 3.42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本报告期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2,681.98万元，同比增长0.31%；营业利润20,478.95万元，同比下降

17.74%；利润总额20,824.85万元，同比下降16.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6,278.83万元，同

比下降16.27%。

2、财务状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586,467.84万元，较年初增长3.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499,796.53万元，较年初增长3.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7.3614元，较年初增长3.42%。

3、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16.27%，其主要原因是：①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

多数同行及餐饮行业未及时复工营业，为配合各地民生保供工作，公司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及时满足了

消费者的需求，面包成为更多人的首选，另外由于疫情原因公司促销活动减少，故返货率及折让率都低

于本期；②去年受国家阶段性社保减免政策影响，公司各项成本费用低于本期。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主要

指标可能与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上述差异幅度不会超过10%。提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2日

特别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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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21]203 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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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行动教

育” ，股票代码为“60509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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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所处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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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27.58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109 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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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拨机制启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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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4 月 8 日 （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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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0,725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521,833,595.50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60,275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1,662,384.50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2,107,164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58,115,583.12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1,836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50,636.88 元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焦作市经济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焦作市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08 2, 978.64 108

2 李宁 李宁 108 2, 978.64 108

3 沈俊杰 沈俊杰 108 2, 978.64 108

4

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8 2, 978.64 108

5 赵贯云 赵贯云 108 2, 978.64 108

6 陈雯鸶 陈雯鸶 108 2, 978.64 108

7

深圳市翼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翼虎家园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8 2, 978.64 108

8 赵章财 赵章财 108 2, 978.64 108

9 颜茂林 颜茂林 108 2, 978.64 108

10 韩钟伟 韩钟伟 108 2, 978.64 108

11 张珍 张珍 108 2, 978.64 108

12 顾坚勤 顾坚勤 108 2, 978.64 108

13 陈留杭 陈留杭 108 2, 978.64 108

14 崔小丽 崔小丽 108 2, 978.64 108

15

浙江上策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浙江上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8 2, 978.64 108

16 秦培茂 秦培茂 108 2, 978.64 108

17 陈福泉 陈福泉 108 2, 978.64 108

合计 1, 836 50, 636.88 1, 83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8]142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

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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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111 股， 包销金额为 1,713,021.38 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比例为

0.2945%。

2021 年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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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

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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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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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3321320、010-8332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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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12

日

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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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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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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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23,281,939 股。 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492,289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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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92,289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85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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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3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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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19,789,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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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8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9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信安世纪” A 股 5,936,500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 申购、 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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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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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4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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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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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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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摇号将按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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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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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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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218,188 户，

有 效 申 购 股 数 为 26 , 993 , 341 , 000 股 ， 网 上 发 行 初 步 中 签 率 为

0 . 02199246 % 。 配 号 总 数 为 53 , 986 , 682 个 ， 号 码 范 围 为 100,000,

000,000-100,053,986,68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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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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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000 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874,15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915,500 股，占扣除

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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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3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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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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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T+2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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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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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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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业股份”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4,266.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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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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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及非限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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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4,266.7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6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1,706.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2.74元/股。 根据《宁

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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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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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40.1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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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84032%。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并于

2021年4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德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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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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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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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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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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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

合并计算。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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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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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德业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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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数 7386，2386

末“5”位数 88122，75622，63122，50622，38122，25622，13122，00622

末“6”位数 468022，593022，718022，843022，968022，343022，218022，093022

末“7”位数 7671662，5171662，2671662，0171662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德业股份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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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0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德业股份A

股股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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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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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有2家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3,061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6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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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申购数量

（万股）

网下申购情况

1 吴吉林 吴吉林 160 未参与申购

2

上海浦东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60 未参与申购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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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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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

类型

有效申购数量（万

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A类 549,380 27.25% 2,153,477 50.48% 0.03919831%

B类 352,640 17.49% 740,578 17.36% 0.02100096%

C类 1,114,170 55.26% 1,371,945 32.16% 0.01231361%

合计 2,016,190 100.00% 4,266,000 100.00% 0.0211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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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股零股按

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分别配售给同泰远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产品以及睿远基金睿见7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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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52523076、52523077、52523071、52523072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发行人：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2日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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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莱沃”、“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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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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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９２５．００００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１３８．７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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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８．７５００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１５％

，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５５０．４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２３５．８５００

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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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霍莱沃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９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霍莱沃”

Ａ

股

２３５．８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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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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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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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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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

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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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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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２１３

，

１２５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

，

２９９

，

８０４

，

５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８９８４９％

。

配号总数为

２０

，

５９９

，

６０９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２０

，

５９９

，

６０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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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６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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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６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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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１．７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１４．５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０５３４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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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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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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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1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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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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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场非

限售 A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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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总量为 3,167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00.20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1,266.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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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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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13日（周二）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查询。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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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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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1,305.3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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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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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简称为“达瑞电子” ，股票代码为“300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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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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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4月8日（T+2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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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005,93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184,997,584.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7,56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990,416.0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47,562股，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

500股的余股为167股，两者合计为47,729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最终包销股份的数量

为47,729股，包销金额为8,018,472.0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37%。

2021年4月1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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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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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