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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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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控股” ）及一致行动

人陈雪华先生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84,861,86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3.35%； 其中已累计质押161,

090,196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6.55%，占公司总股本的13.21%。

近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华友钴业” ）收到控股股东华友控股及一

致行动人陈雪华先生的通知，华友控股和陈雪华先生办理了股份质押和解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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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友控

股

是 15,000,000 否 否

2021年

10月11

日

2026年10

月10日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桐乡支

行

7.49% 1.23%

为 融 资

提 供 担

保

合计 / 15,000,000 / / / / / 7.49% 1.23% /

股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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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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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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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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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华

控股

股东

一致

行动

人

36,400,000 否 否

2021年

10月11�

日

2025年

12月31日

中国进出口

银行浙江省

分行

43.02% 2.98%

为 融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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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合计 / 36,400,000 / / / / / 43.02% 2.98% /

注：除另有说明，表格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2、 华友控股、陈雪华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的情形。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陈雪华

本次解质股份 15,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7.7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3%

解质时间 2021年10月11日

持股数量 84,620,355股

持股比例 6.9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51,4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0.7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21%

股东名称 华友控股

本次解质股份 36,4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1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98%

解质时间 2021年10�月12�日

持股数量 200,241,513股

持股比例 16.4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09,690,196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4.7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99%

华友控股、陈雪华将根据实际需求拟定后续股权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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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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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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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华友控

股

200,241,513 16.42% 131,090,196 109,690,196 54.78% 8.99% 0 0 0 0

陈雪华 84,620,355 6.94% 30,000,000 51,400,000 60.74% 4.21% 0 0 2,142,857 0

合计 284,861,868 23.35% 161,090,196 161,090,196 56.55% 13.21% 0 0 2,142,857 0

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半年和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

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生产经营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自筹资金

等。

2、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

情况。

3、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融资成本和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响

的情况。

（2）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

响。后续如出现风险，华友控股将采取包括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3）本次质押不存在被用作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五、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13日

信息披露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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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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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宇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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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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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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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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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及国都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360.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

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2,720,000股，占发行总规模的20.00%，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11,302,751股，占发行总规模的17.77%。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417,249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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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1,249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54%；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176,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19.46%。

本次发行价格为38.87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10月12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汇宇制药” A股10,176,000股。

根据《四川汇宇制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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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汇宇制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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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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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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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91,249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70.54%；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15,406,0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29.46%。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0.02872418%。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0月1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10月1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38.87

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应当于2021年10月14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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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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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0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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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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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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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对象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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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1年10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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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在线提交的《网下投

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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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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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数量

的70%时， 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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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

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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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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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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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

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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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

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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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8.87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

为24.72亿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人民币20亿元以上、不足人民币50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

建投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3%，但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中信建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

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1,908,000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10月18日（T+4日）之前，依据中信建投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其他战略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获配股数共计

9,394,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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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将

在2021年10月18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限（月）

1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1,908,000.00 74,163,960.00 - 24

2

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3,635,027.00 141,293,499.49 706,467.50 12

3

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

767,963.00 29,850,721.81 149,253.61 12

4

内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279,939.00 49,751,228.93 248,756.14 12

5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767,963.00 29,850,721.81 149,253.61 12

6

湖州修控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07,933.00 54,726,355.71 273,631.78 12

7

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公

司

767,963.00 29,850,721.81 149,253.61 12

8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

767,963.00 29,850,721.81 149,253.61 12

合计 11,302,751.00 439,337,931.37 1,825,869.86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已于2021年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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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摇号抽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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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数 3686，8686

末“5”位数

25262，37762，50262，62762，

75262，87762，12762，00262

末“6”位数

607638，807638，407638，207638，

007638，097144，597144

末“7”位数 9919555，4919555

末“8”位数 19328951，69328951，15699595

末“9”位数 06690096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汇宇制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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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1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汇宇制药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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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1〕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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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

规定，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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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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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41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90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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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9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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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申购数量10,325,31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应申购数量

（万股）

实际申购数量

（万股）

1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470.00 -

合计 47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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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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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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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1,310 56.28% 25,943,641 70.32% 0.04464336%

B类投资者 44,470 0.43% 110,654 0.30% 0.02488284%

C类投资者 4,469,530 43.29% 10,836,954 29.38% 0.02424629%

合计 10,325,310 100.00% 36,891,249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2,799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0月15日（T+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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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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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帆

联系电话：010-87413602

发行人：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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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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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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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审议通过，并于2021年9月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9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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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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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960.3653万股。 其中，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94.0548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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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额汇至主承

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11.6354万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

10.8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82.4194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1,248.8799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42%；网上发行数量为499.8500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58%。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7.11元/股。

根据《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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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19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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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9,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739,799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1.41%，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4.7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747,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8.59%，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4.42%。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598442%。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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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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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获配金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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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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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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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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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已通过申万宏源承销保荐IPO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

(https://ipo-kcb.swhysc.com)在线签署承诺函及提交核查材料。《承诺函》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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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足额申购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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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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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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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为

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以

下简称“申万创新投”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申万宏源凯尔达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凯尔达1号资管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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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1元/股，

本次发行总股数1,960.3653万股，发行总规模92,352.81万元。

根据 《承销规则适用指引》 的规定，“发行规模不足人民币10亿元的， 跟投比例为

5.00%，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 申万创新投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

配股数84.9076万股，占发行总量的4.33%，获配金额39,999,970.36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

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10月18日（T+4日）

之前，依据申万创新投缴款原路径退回。

凯尔达1号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1,267,278股，获配

金额59,701,466.58元，获配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为59,999,973.91元（其

中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59,701,466.58元，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298,507.33元）。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10月18日（T+4日）之前，依据凯尔达1号资管计划缴款原路

径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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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限

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849,076 39,999,970.36 - 39,999,970.36 24个月

申万宏源凯尔达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267,278 59,701,466.58 298,507.33 59,999,973.91 12个月

合计 2,116,354 99,701,436.94 298,507.33 99,999,944.27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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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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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

尔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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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数 1891,6891

末“5”位数 41464,61464,81464,21464,01464

末“6”位数 867489,992489,742489,617489,492489,367489,242489,117489,251122

末“7”位数 4040137,5290137,6540137,7790137,9040137,2790137,1540137,0290137

末“8”位数 48220022,4581658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凯尔达首次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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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9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凯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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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

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1〕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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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2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42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9,92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中，有1家投资者管理的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剩余422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9,92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4,948,98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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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应申购数量（万股） 实际申购数量（万股）

1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390 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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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总量的比

例

初步配售股数（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 2,504,870 50.61% 7,508,202 69.91% 0.02997442%

B类 21,020 0.42% 42,953 0.40% 0.02043435%

C类 2,423,090 48.96% 3,188,644 29.69% 0.01315941%

总计 4,948,980 100.00% 10,739,799 100.00% -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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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6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泰

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

以上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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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0月15日（T+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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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10月18日（T+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

券日报》披露的《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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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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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3388838、021-33388840

发行人：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21,428.571429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6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网络文化经营；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旅游业

务；道路普通货运（无车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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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通信系统、卫星地面系统科技、光电科技、

机电科技，物联网技术、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统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

机软件开发；通讯设备、电子设备的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互联网信息服务；票务代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

储支持服务；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远程健康管理服

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卫星通信服务；卫星导航服务；卫星导航多模增强

应用服务系统集成；地理遥感信息服务；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测绘服务；卫星遥感应用系统集

成；卫星遥感数据处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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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42%，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8%，北京大华宏泰投资

有限公司26.53%，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 4.37%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市场募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外部投资方合计不超过25%股权（含）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市场募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募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家（不超过20家的意向投资方以联合体形式递交投资申请）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网络系统建设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持股比

例和新增投资人数量的要求， 且本次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 并经增资人确认为最终投资

人，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

证金；（3）最终意向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4）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完成后，外部投资方持有增资方不超过25%股权（含），原股东合计

持股比例不低于75%股权（含），最终比例按实际新增注册资本调整。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本次增资中，原股东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视征集情况拟对增资人同步场外增资，依场内交易最终

成交价格认购，实现同股同价。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11-23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国网上海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国网上海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资本：25,422.3671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10

经营范围：供电，新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从事电力科技、环保科技、节能科技、能源

科技、信息科技、数据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承装、承修、承试电力

设施活动，节能诊断，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运行效能评估服务，能源审计，合同能源管理，建筑智能化

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城市道路照明建设工程专业施工，会展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新能源汽车充

换电设施的建设、运营，电力建设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充电设备的安装及维修，计算机网络工程，大

数据服务，电线电缆、电力设备、钢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节能设备、制冷设备、热利用装备、智能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先进电力电子装置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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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50%，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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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4,000万元（不含增资人原股东认缴部分）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上海综能综合能源项目投资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公告期满，征集到1家符合条件的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

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

增资终结条件:�公告期满，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

协议》达成一致。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8,000.00� � � � � � � � � � � � � � � � � 40.00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28,000.00� � � � � � � � � � � � � � � � � 40.00

新股东 14,000.00� � � � � � � � � � � � � � � � � 20.00

合计 70,000.00� � � � � � � � � � � � � � � � � 100.0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增资人原股东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和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同步

进行增资，分别认缴新增注册资本15,288.81645万元。增资完成后，增资人注册资本由25,422.3671万元

增加到70,000万元， 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和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的出资额各为28,000.00

万元，各占全部注册资本的40%；新股东出资额为14,000.00万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20%。

2.增资价款中超出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增资人的资本公积，由新老股东按增资完成后的持股

比例共同享有。

3.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期间，增资人因经营活动产生的盈利或亏损而导致净资产的

增加或减少及相关权益由增资人新老股东按认缴出资比例承担或享有。

项目联系人：黄昕宇

联系方式：010-51915336、1860034711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11-18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湖南华联瓷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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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瓷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6,29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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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华瓷股份” ，股票代码为“001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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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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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元 /股，发行数量为 6,296.67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778.02�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2,518.6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629.62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667.0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0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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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34,99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29,732,940.63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35,50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69,6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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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1,78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8,953,978.6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42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1,415.40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吴银河 吴银河 260 2,436.20 260

2 景晓军 景晓军 260 2,436.20 260

3

深圳市华信行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华信行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60 2,436.20 260

4 余忠 余忠 260 2,436.20 260

5 吕良丰 吕良丰 260 2,436.20 260

6 郑锦康 郑锦康 260 2,436.20 260

7 柳荷波 柳荷波 260 2,436.20 260

8 刘准 刘准 260 2,436.20 260

9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自营账户

260 2,436.20 260

10

常熟市铝箔厂有限责

任公司

常熟市铝箔厂有限责任

公司

260 2,436.20 260

11 张肃宁 张肃宁 260 2,436.20 260

12 吴丽梅 吴丽梅 260 2,436.20 260

13 薛锁柱 薛锁柱 260 2,436.20 260

14 王利娜 王利娜 260 2,436.20 260

15 吴瑞 吴瑞 260 2,436.20 260

16 李华辉 李华辉 260 2,436.20 260

17 香柱钦 香柱钦 260 2,436.20 260

合计 4,420 41,415.40 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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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39,921 股，包销金额为 1,311,059.77元，包销比例为 0.22%。

2021 年 10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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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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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 月 14 日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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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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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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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次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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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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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或“国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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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4,00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16,000 万股。 公开发行

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5%。如本次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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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将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00 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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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回拨至网

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38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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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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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2021 年 10月 20日（T+2 日）

刊登的《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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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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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 2021 年 10月 15 日（T-1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10月 15 日（T-1 日，周五）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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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