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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瑞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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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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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167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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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3.38元/股。根据《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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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3.28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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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5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16.7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85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

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4,459.23871倍，中签率为0.022425352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4月16日（T+2日）16:00前，按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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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资金应当于T+2日16:00前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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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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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4月14日（T日）结束。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并确认了最

终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统计如下：

有19个投资者管理的23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具体名单

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 证券账户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常熟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 常熟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 0800195384 90

2

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0800227388 90

3 完美世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完美世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800292568 90

4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乐道成长优选2号基金 0899183084 90

5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乐道优选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0899162602 90

6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乐道成长优选4号基金 0899090930 90

7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乐道成长优选3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0899092453 90

8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煜德投资佳和精选3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0899216674 90

9

深圳前海利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利信保利进取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0899206159 90

10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0800023273 90

11

天津滨河数据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天津滨河数据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0800226409 90

12 赵云文 赵云文 0115633313 90

13 刘开同 刘开同 0055892394 90

14 陈宏雷 陈宏雷 0028151903 90

15 王伟 王伟 0133959611 90

16 金瑞浩 金瑞浩 0097693165 90

17 陆利华 陆利华 0213910744 90

18 李焕昌 李焕昌 0145853786 90

19 郑海涛 郑海涛 0001662674 90

20 杨富金 杨富金 0001684196 90

21 王春江 王春江 0250352320 90

22 刘静华 刘静华 0242015464 90

23 许宁 许宁 0221616478 90

合计 2,070

其余3,65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1,7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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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申购数量为1,056,69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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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投资者的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汇总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股数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

金（A类）

302,950 28.67% 1,606,222 50.72% 0.05301938%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B类） 139,140 13.17% 700,338 22.11% 0.05033333%

其他投资者（C类） 614,600 58.16% 860,440 27.17% 0.01400000%

总计 1,056,690 100.00% 3,167,000 100.00% 一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1股，产生的587股零股分配

给“同泰开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的配售

对象，且其获配零股与其本身获配的股份总和未超过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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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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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755-83084174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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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瑞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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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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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2021

年4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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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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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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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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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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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已于2021年4月1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主持了东瑞

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在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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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6、5066

末“5”位数： 13691、63691

末“6”位数： 325627、575627、825627、075627

末“7”位数： 5349536、0349536

末“8”位数： 26732282、46732282、66732282、86732282、06732282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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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东瑞股份A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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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特别提示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味知香” ）首

次公开发行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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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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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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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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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发行数量为 2,500 万股，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 1,500 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

发行数量为 1,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28.53 元 / 股。

味知香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味知香” A 股 1,000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具体内容如下， 并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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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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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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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4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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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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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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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97,312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94,397,859,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059346%。 配号总数为 94,397,859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94,397,85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苏州市味知香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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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9,439.79 倍， 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规模

的 50%（1,250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发行结构如下：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5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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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8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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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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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厅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

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年 4月 1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6

日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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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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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红医疗”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

16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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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1]7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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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167.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8.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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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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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35万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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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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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9.45万股， 占本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87.5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8.5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4,167.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中红医疗于2021年4月15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中红医疗” 股票1,187.55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4月1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红普林医疗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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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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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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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红普林医疗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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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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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151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06,979,963,500股，配号总数为

213,959,927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1395992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中红普林医疗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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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8.459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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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4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2,146.0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020.9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88909206%，申购倍数为5,293.548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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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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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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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6日

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络电子”、“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０４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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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监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６０８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商络电

子”，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９７５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

５．４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５

，

０４０

万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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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

额

２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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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６

，

７９２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１．１１％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８

，

５６８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８．８９％

。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南京商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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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１８９．４６００３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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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即

９

，

０７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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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１．１１％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７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８．８９％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２０５４２３３％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９４９．１６６３０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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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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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为

华泰商络电子家园

１

号。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战

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简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限（月）

华泰商络电子家园

１

号

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６１．９２ １２

华泰商络电子家园

１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比例等

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担任职务

是否为发行人董

监高

对应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比例

１

赵宗睿 核心技术人员 否

１４．８８％

２

李广 汽车及工业控制行业部、战略客户开拓部部长 否

１２．１０％

３

唐兵 董事、副总经理 是

１１．５１％

４

蔡立君 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 是

１１．３１％

５

刘超 董事 是

８．７３％

６

陶立军 核心技术人员 否

７．９４％

７

张伏冰 消费行业部部长 否

６．７５％

８

周加辉 董事、副总经理 是

６．５５％

９

何李 显示及笔电周边行业部部长 否

６．３５％

１０

贾奕 人力资源及行政中心中心长 否

５．９５％

１１

应睿 核心技术人员 否

４．１７％

１２

陈燕清 核心技术人员 否

３．７７％

合计

－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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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２

： 华泰商络电子家园

１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的资金可全部用

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包括但不限于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及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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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

６１１

，

２０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９６

，

５０９

，

３９２．４４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８

，

７９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５７

，

８０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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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５１

，

９０５

，

６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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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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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７７３

，

５８６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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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

７９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５７

，

８０７．５６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

为

０．０５７１％

。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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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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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８１

联系邮箱：

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８

号保利广场

Ｅ

座

２０

层

发行人：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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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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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

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五家信息披露网站，供

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万辰生物

（二）股票代码：30097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53,500,000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8,375,000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其中

36,398,574 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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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福建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

电话： 0596-6312889

传真： 0596-6312860

联系人： 蔡冬娜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68号 B座 2101、2104A室

电话： 010-85127999

传真： 010-85127940

保荐代表人： 佟牧、肖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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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 � � � � � �编号：临2021-025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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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00,0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4月2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的300,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一）核准时间

2018年1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69号）。

（二）股份登记时间及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4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投资者所认购股份限售期为36个月。 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非交易日顺延）。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

定，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00,0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4月23日；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精工控股集团（浙江）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0 14.9% 300,000,000 0

六、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00,000,000 -300,000,00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300,000,000 -300,000,000 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1,712,874,349 300,000,000 2,012,874,34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1,712,874,349 300,000,000 2,012,874,349

股份总额 2,012,874,349 2,012,874,349

七、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股票代码：600380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1-05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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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丽珠

单抗的权益为55.68%）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1S00375）。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注射用重组人绒促性素

英文名/拉丁名：Recombinant� Human� Choriogonadotropinalfa� for� Injection

商品名称：丽得宝

主要成份：重组人绒促性素α

剂型：注射剂

规格：250μg（6500IU）/瓶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S00292021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上市许可持有人：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S20210010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2026年04月12日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项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生产工艺、治疗标准、说明书及标签按所附执行。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注射用重组人绒促性素是丽珠单抗按照生物类似药研发的治疗用生物制品。 首次提交注射用重组

人绒促性素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的时间为2014年12月（受理号：CXSL1400155粤），获得临床批件

的时间为2016年10月 （批件号：2016L08624）， 申报生产的受理时间为2019年1月 （受理号：

CXSS1900006国）。

本品适用于：1、接受辅助生殖技术如体外受精（IVF）之前进行超促排卵的女性：注射本品用于刺

激卵泡生长后触发卵泡的最终成熟和黄体化。2、无排卵或稀发排卵女性：注射本品用于刺激卵泡生长后

触发排卵及黄体化。

截至本公告日，注射用重组人绒促性素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11,589.20万元。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情况

人绒促性素根据其制备来源分为尿源人绒促性素（u-hCG）和重组人绒促性素（r-hCG）。 目前，

全球仅有默克雪兰诺的重组人绒促性素药物上市销售，商品名：艾泽（英文Ovidrel?），该产品于2005

年在中国获批进口。

根据IQVIA抽样统计估测数据，国内人绒促性素2020年终端销售金额（包括尿源与重组）约为人

民币13,840.99万元，国内重组人绒促性素2020年终端销售金额约为人民币5,195.79万元。

根据CDE审评中心网站显示，截至本公告日，国内仅丽珠单抗取得该品种生产批件，未见其他厂家

注册申报临床及生产。

四、产品上市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及风险提示

公司在取得药品注册证书后，可生产本品并上市销售，产品的经营情况因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

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759� �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 �公告编号：2021-006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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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13日、4月14日、4月15连续三个交易日内累计跌幅偏离值达到20%，

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自2021年3月26日上市以来，股票累计换手率达232.92%，公司股价短期波动较大，换手率

高，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目前拟收购主营业务领域的污水处理厂项目， 该交易需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提交董事会

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13日、4月14日、4月15连续三个交易日内累计跌幅偏离值达到20%，构

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自2021年3月26日上市以来，股票累计换手率达232.92%，公司股价短期波动较大，换手率

高，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本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本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目前正在磋商一项收购合同，该

合同标的为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的资产，该项目不涉及新建项目，不涉及产业转型升级。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拟开展主营业务范围内的业务投资活动，交易标的涉及四个已商运的污水处理厂股权，报价

约为2亿元，目前双方正就交易合同的具体条款进行磋商，待双方达成初步一致意见后，拟于近期提交

董事会审议，董事会批准同意后方可签署正式合同。 上述投资及相关合同的签署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按照《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特许经营权的转移、授予须经地方

政府或授权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因此，本次收购工作的推进和实施存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

不存在除上述业务之外的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不存在影响本公司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本公司核实，未发现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者市场传闻，亦未

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本公司核实，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在本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价自上市以来曾出现多日涨停情况，股价涨幅大于行业内大部分公司涨幅，股价剔除大

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按照中证指数公司公布的截止2021年4月15日数据显示，

本公司股票市盈率为67.67，同行业平均市盈率为22.12，公司股票市盈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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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