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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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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1年10月12

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等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1年10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叶善锦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议案》

因受定期报告窗口期及重大事项信息披露敏感期等因素影响，公司控股股东湖南衡帕动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实施增持计划的有效时间缩短，公司董事会同意湖南衡帕动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延迟6个

月，即增持计划实施截止时间由2021年10月31日延期至2022年4月30日。 除上述调整外，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

关联董事叶善锦、SHEN� HUI、邓勇华、申毓敏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21年10月29日15:00召开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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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1年10月12日

以电子邮件、微信、电话等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1年10月1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谢枫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议案》

本次控股股东湖南衡帕动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延期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湖南衡帕动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延期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监事谢枫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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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实施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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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12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湖南衡帕动力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衡帕动力” ）《关于延期实施增持计划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现将具体事

项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收到衡帕动力发出的《关于增持股份计划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公

司价值的认同，衡帕动力计划自2021年5月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数量1,124,4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5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截至2021年10月11日，衡帕动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293,300股，占公司

总股本0.19%，尚未完成增持计划。

二、延期实施增持计划的原因及后续增持计划

因受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控制权变更、2021年度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重大事项信息披露敏

感期、二级市场公司股票交易规模、定期报告窗口期等因素影响，衡帕动力实施本次增持计划的有效时间缩短，预计本

次增持计划无法在2021年10月31日前完成，拟将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延迟6个月，即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截止时间

由2021年10月31日延期至2022年4月30日。 除上述调整外，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将会督促控股股东衡帕动力

在承诺期限内尽快履行增持承诺。

三、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延期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议案》，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已发表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控股股东湖南衡帕动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延期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公司董事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同意湖南衡帕动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延期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控股股东湖南衡帕动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延期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湖南衡帕动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延期实施增

持公司股份计划，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事项说明

1、衡帕动力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的 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2、本次延期实施增持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

3、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独立意见

3、衡帕动力出具的《关于延期实施增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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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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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10月13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决定于2021年10月29日（星期五）召开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0月29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0月29日的交易时间， 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0月29

日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1）现场表决：包括股东本人出席以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

投票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10月22日（星期五）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1年10月22日（星期五）下午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认可的其他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8、会议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 1915号上海新虹桥国家会展中心灿辉希尔顿花园酒店3楼白玉兰厅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有效持股凭证复印件和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若非法定代表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格式附后）、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到公司登记。

（2）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

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到公司登记。

（3）股东为QFII的，凭QFII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于登记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

公司收到为准。

2、登记时间：2021年10月26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6:00。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田园东路1号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邮编：511356。

4、注意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达会场，谢绝未按会议登记方式预

约登记者出席。

（2）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

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本次参与现场投票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3、联系人：张学温

4、联系电话：020-32221952

5、联系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田园东路1号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传真：020-32221966

7、邮编：511356

七、备查文件

1、《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50530” ；投票简称：“达志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投票时间：2021年10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10月29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

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大会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实施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议案》

√

1、请在“同意” 或“反对” 或“弃权” 的栏目里划“√” 。

2、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3、本委托书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至本次会议结束时终止。

4、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参会股东登记表

法人股东名称/自然人股东姓名（全称）

股东地址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是否委托他人参加会议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注:

1、本人（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日所记载

股东信息不一致而造成本人（单位）不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2、已填妥及签署的登记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

司收到为准。

3、请用正楷填写此表。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中自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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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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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中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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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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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4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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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8,744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226,311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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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885,

754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3.42%，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340,557 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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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490 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5%；网上发行数量为 5,484,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5%。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0.90 元 / 股，发行人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T 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自科技” 股票 5,484,500股。

根据 《中自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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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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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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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5,99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60.55%，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2.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347,000 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45%，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4.16%。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566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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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 7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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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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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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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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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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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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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

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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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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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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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万宏源中自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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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0元 /股，

本次发行总股数 21,508,744股，发行总规模 152,496.99万元。

根据《承销指引》的规定，本次发行规模大于 10亿元，小于 20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4%，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 申万创新投已足额缴纳战略配

售认购资金， 本次获配股数 846,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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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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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万宏源中自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

认购资金， 本次获配股数 2,039,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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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0月 18日（T+4日）之前依据其缴款原路径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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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限

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846,262 59,999,975.80 - 24个月

申万宏源中自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39,492 144,599,982.80 722,999.91 12个月

合计 2,885,754 204,599,958.60 722,999.91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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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中自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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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1，0881

末“5” 位数 95311，75311，55311，35311，15311

末“6” 位数 486944，686944，886944，286944，086944，903847

末“7” 位数 8763024，6763024，4763024，2763024，0763024，9327989

末“8” 位数 25980911，41975751，29536947，0968215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中自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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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94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中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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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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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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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8,360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3,984,33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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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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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3,860 57.07% 7,895,476 70.02% 0.03472279%

B类 19,780 0.50% 50,727 0.45% 0.02564560%

C类 1,690,690 42.43% 3,329,787 29.53% 0.01969484%

总计 3,984,330 100.00% 11,275,99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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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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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

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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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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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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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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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4034208、021-54033654、021-54033647

发行人：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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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盛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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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盛电气”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412,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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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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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

券”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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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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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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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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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盛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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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于 2021 年 10月 13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主持了久盛

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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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0282

末“5” 位数 99424、19424、39424、59424、79424

末“6” 位数 201384、401384、601384、801384、001384、311195、561195、811195、061195

末“7” 位数 4352516、6352516、8352516、0352516、2352516

末“8” 位数 58538847、71038847、83538847、96038847、08538847、21038847、33538847、46038847

末“9” 位数 132457213、20474337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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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36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久盛电气A股股票。

发行人：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月 14日

久盛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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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盛电气”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412,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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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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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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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0,412,353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48 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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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 14.6696 元 /股，超过幅度为 5.5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2021 年修订）》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跟投，即招商资管久盛电气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久盛电气战配资管

计划” ）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投资” ）。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久

盛电气战配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577,519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6.38%；招商投资最终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020,618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6,061,853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为 4,598,137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1.38%，与初始战略配售股份数量的差额 1,46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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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5,509,216 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1.23%；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305,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8.77%。

根据 《久盛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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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1.1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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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取整

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7,163,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8,346,216 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1.23%；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7,468,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48.77%。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59596752%，有效申购倍数为

6,265.7916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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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5.48 元 /股与获配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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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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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方面， 久盛电气战配资管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 招商投资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24 个

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

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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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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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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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5.48 元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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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14.6696 元 /股，超过幅度为 5.52%，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62,558.32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规定，“发行规模不足 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招商投资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020,618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的 5.00%。

久盛电气战配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577,519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6.38%。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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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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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盛电气战配资管计划 2,577,519 39,899,994.12 12个月

2 招商投资 2,020,618 31,279,166.64 24个月

总计 4,598,137 71,179,160.76 -

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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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投资者缴款

原路径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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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

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2021 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 年修

订）》（深证上〔2020〕48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关

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 号）

等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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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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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136 家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 3,067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已进行网下申购，申购总量为 3,536,94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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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1,712,030 48.40% 13,045,673 71.11% 0.07620003%

B类投资者 7,200 0.20% 29,184 0.16% 0.04053333%

C类投资者 1,817,710 51.39% 5,271,359 28.73% 0.02900000%

合计 3,536,940 100.00% 18,346,216 100.00%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45 股按照《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新疆前海联合新思路灵活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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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的配售

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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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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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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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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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月 14日

可孚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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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孚医疗” 、“公司”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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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604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部证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光大证券” ）（西部证券和光大证券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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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万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93.09 元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0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本

次发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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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93.0243 元 / 股，超过幅度为

0.0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2021 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第三

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投资” ）。 根据《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三）发

行规模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西部投资按上限 1 亿元进行跟投，西部投资最终战略配

售股份数量为 1,074,229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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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西部投资。 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 1,074,229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2.69%。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925,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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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25,771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70.7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400,000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9.29%。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38,925,771 股。

发行人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T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可孚医疗” 股票 1,14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可孚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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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T+2 日）16:00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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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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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孚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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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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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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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西部投资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24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

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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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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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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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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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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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309,423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14,691,748,500 股， 配号总数为 229,383,497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2938349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可孚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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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0.6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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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778.55 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974.0271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0.71%；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918.55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49.29%。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的中签率为 0.0167278817%，有效申购倍数为 5,978.04324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0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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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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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