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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关于前海开源盛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限制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2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盛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前海开源盛鑫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54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

《前海开源盛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和《前海开源盛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限制相 关业

务的起 始日

及原因说明

限制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1年12月6日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12月6日

限制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12月6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人

民币元）

1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100,000

限制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转

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前海开源盛鑫混合A 前海开源盛鑫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5541 005542

该分级基金是否限制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

换转入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1年12月6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

转入业务进行限制，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本基金份

额的最高金额为 10�万元（含）（A、C类份额合并计算），即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本基金（A、C类份额合并计算）的合计金额超过10万元，本

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他业务正常办理。

基金管理人将于2021年12月9日起取消本基金上述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

务限制,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访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qhkyfund.com）或拨打

客户服务电话（4001-666-998)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也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富安纯债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2月6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富安纯债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富安纯债半年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51994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6月1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长信富安纯债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长信富安纯债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12月1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长信富安纯债半年定开债券A 长信富安纯债半年定开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19945 519944

截止收益

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

元）

1.0647 1.0616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元）

5,894,567.32 145,088.9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5,894,567.22 145,088.95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290 0.26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1年度的第2次分红

注：根据《长信富安纯债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

前提下，本基金在每个封闭期内收益至少分配1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原则上为收益分配基准

日（即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止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100%。

二、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12月7日

除息日 2021年12月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12月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将以2021年12月7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

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产生的份额于2021年12月8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21年12月9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重要事项

1、本次分红公告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封闭期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权益登记日2021年12月7日申请设置的分红方式对当次分红无效）最后一次选择的分

红方式为准。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网站：https://www.cxfund.com.cn

客户服务专线：4007005566（免长话费）

五、风险提示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初始面值或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可能出现亏

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

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

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6日

特别提示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济神州”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

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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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8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与高盛高华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盛高华”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

主承销商）（中金公司、高盛高华合称“联席保荐机构” ），摩根大通证券（中

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大通证券（中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

安”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高盛高华、摩根大通证券

（中国）、中信证券与国泰君安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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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 始 发 行股 票 数 量 为

115,055,260 股，占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已发行股份总数及本次初始

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之和的 8.62%（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发行人授予中

金公司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 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或称“绿鞋” ），若

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132,313,260 股，约占公

司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已发行股份总数及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之和

的 9.79%（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发行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1,334,789,461 股 （超额配

售选择权行使前），若绿鞋全额行使，则发行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1,352,047,461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全部

为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4,516,578 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30.0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 26.09%。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

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4,516,578 股，因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进行

回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64,431,182 股，约占绿鞋

行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 80.00%， 约占绿鞋全额行

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5.88%。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

前、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16,107,500 股，约占绿鞋行使前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 20.00%，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

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发行数量为 33,365,500 股，约占绿鞋全额行使后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34.12%。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2.60 元 / 股。

根据《百济神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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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联席主承销商已

按本次发行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 17,258,000 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股

份数量 15.00%。

根据《百济神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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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5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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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8,054,000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在超额配售选择权及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6,377,182 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 57.65%，约

占本次绿鞋后发行总量的 42.6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1,419,500 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2.35%， 约占本次绿鞋后发行总量

的 31.3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 0.0351502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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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6 日 （T+2 日）

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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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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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联席保荐

机构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联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

的股票）或者联席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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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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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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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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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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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年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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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

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科创板 IPO 网下投资者核查系统提

交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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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的股票限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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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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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存在其他违反《注册

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行为的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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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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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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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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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北京高华盛

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华盛泽” ）（参与跟投的联席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

（4） 中金公司百济神州 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百济神州员工资产管理计划” ）。

参加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分别签署了联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配售协议、《百济神州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

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1年 12 月 1日（T-1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

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百济神州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年 11月 30 日（T-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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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0 元 /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

行总规模约为 2,215,964.31万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本次发行总

规模为 2,548,353.39 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 50 亿元以上，参与配售的联席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分别为本次初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2.00%，但不超过

人民币 10 亿元， 中金财富和高华盛泽已分别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6.00 亿元和 5.00 亿元，本次获配股数均为 2,301,106 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

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2 月 8 日

（T+4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百

济神州员工资管计划的方式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

量的 10%，即 11,505,526 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不超过 400,587,657.55 元。 百济神州员工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400,587,657.55 元，共

获配 2,069,546 股。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1年 12 月 8 日（T+4 日）之前将

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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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佣金合计 581,241.75 万元，共获配 27,844,820 股，获配金额与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合计 538,972.69 万元。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初始发

行数量的比

例（%）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全国社保

基金六零四组合、

社保基金一五零三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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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201 0.40 89,019,912.60 445,099.56 89,465,012.16 12个月

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4,814,527 4.18 927,277,900.20 4,636,389.50 931,914,289.70 12个月

3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4,790,454 4.16 922,641,440.40 4,613,207.20 927,254,647.60 12个月

4

广西通服科兴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44,358 1.26 278,183,350.80 1,390,916.75 279,574,267.55 12个月

5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

2,407,263 2.09 463,638,853.80 2,318,194.27 465,957,048.07 12个月

6

广州高新区科技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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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0,454 4.16 922,641,440.40 4,613,207.20 927,254,647.60 12个月

7

阿布达比投资局

（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

2,407,263 2.09 463,638,853.80 2,318,194.27 465,957,048.07 12个月

8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1,444,358 1.26 278,183,350.80 1,390,916.75 279,574,267.55 12个月

9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

私募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44,358 1.26 278,183,350.80 1,390,916.75 279,574,267.55 12个月

10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1,444,358 1.26 278,183,350.80 1,390,916.75 279,574,267.55 12个月

11

苏州工业园区禾新

致远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1,437,136 1.25 276,792,393.60 1,383,961.97 278,176,355.57 12个月

12

嘉兴昌科北惠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58,090 0.83 184,528,134.00 922,640.67 185,450,774.67 12个月

13

中金公司百济神州

1 号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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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9,546 1.80 398,594,559.60 1,992,972.80 400,587,532.40 12个月

14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

2,301,106 2.00 443,193,015.60 - 443,193,015.60 24个月

15

北京高华盛泽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01,106 2.00 443,193,015.60 - 443,193,015.60 24个月

合计

34,516,

578

30.00

6,647,892,

922.80

28,807,534.44

6,676,700,

457.24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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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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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069，7069，3951

末“5”位数 09207，29207，49207，69207，89207

末“6”位数 389763

末“7”位数 2413241，4413241，6413241，8413241，041324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百济神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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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39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500 股百济神州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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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

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

号）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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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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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25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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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 2,51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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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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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以及保险资金）

2,018,420 80.31% 48,484,331 86.00% 0.24020933%

B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3,530 0.14% 84,566 0.15% 0.23956374%

C类投资者 491,220 19.55% 7,808,285 13.85% 0.15895698%

合计 2,513,170 100.00% 56,377,182 100.00% 0.2243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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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余股 1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东

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

间为 2021年 12 月 2 日 09:30:3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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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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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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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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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5051668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

1807-1819 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6273335

3、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501 号 4901 至 4908

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61066228

4、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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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0262367

5、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8676888

发行人：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6

日

百济神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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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梦天家居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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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天家居”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536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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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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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536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3,321.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214.4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86元/股。 根据《梦天家居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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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7,078.91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00%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53.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4,982.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178457%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梦天家居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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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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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款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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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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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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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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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2021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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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天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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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0，9930，4617

末“5”位数 54781

末“6”位数 293593，493593，693593，893593，093593，293228，793228

末“7”位数 4667279，5917279，7167279，8417279，9667279，3417279，2167279，0917279

末“8”位数 47876323，72876323，97876323，22876323

末“9”位数 08861866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梦天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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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2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梦天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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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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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上交所” ）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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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3,10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5,04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有1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6个配售对象未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3,08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5,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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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1,723,79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

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价格（元/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万股）

1 任世国 任世国 16.86 800

2 杨正跃 杨正跃 16.86 800

3 文静 文静 16.86 800

4 包桢臻 包桢臻 16.86 800

5 陆利斌 陆利斌 16.86 800

6 吴志新 吴志新 16.86 800

7 沈雪庆 沈雪庆 16.86 800

8 陈根财 陈根财 16.86 800

9 沈冬良 沈冬良 16.86 800

10 吴根春 吴根春 16.86 800

11 张传裕 张传裕 16.86 800

12 熊劭春 熊劭春 16.86 800

13 黄妙玲 黄妙玲 16.86 800

14 沣京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沣京价值精选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6.86 800

15 深圳思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思为新动力私募投资基金 16.86 800

16 新疆天利石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天利石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86 8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梦天家居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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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

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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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189,660 27.21% 3,078,435 55.61% 0.00965130%

B类投资者 2,181,240 18.61% 678,911 12.26% 0.00311250%

C类投资者 6,352,890 54.19% 1,778,654 32.13% 0.00279976%

合计 11,723,790 100.00% 5,536,000 100.00% 0.00472202%

注：A、B、C类投资者申购量占比加总不为100%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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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利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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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8号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5120190、010-85127979

发行人：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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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联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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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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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联科技”，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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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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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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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６２．３８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５．４１％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８７．６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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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０７２．６１８０

万股，占

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３．０４％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５

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６．９６％

。

根据 《宁波家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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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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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８８９．８７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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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７．５５

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５．０６８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５３．０４％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３２．５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总量

４６．９６％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９９５５５４４％

，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６

，

２５１．７３７０５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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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招商

资管家联科技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家联科技员工战配

资管计划”）。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６２．３８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５．４１％

。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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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联科技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１

，

６２３

，

８２０ ４９

，

８９９

，

９８８．６０ １２

个月

总计

１

，

６２３

，

８２０ ４９

，

８９９

，

９８８．６０

—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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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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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

２８０

，

８１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０８

，

１１９

，

３８３．４９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４

，

６８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３７３

，

２３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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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

０４９

，

１５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６２

，

４６０

，

３７９．５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

，

５３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４７

，

０１６．９０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１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申万宏源

－

乐山银行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

１

，

５３０ ４７

，

０１６．９０ １

，

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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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０４９

，

１５０

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

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５０６

，

０３８

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１％

；网下投资者

放弃认购股数

１

，

５３０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其中

１５３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约占网

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

１０．００％

。 本次网下发行共有

１

，

５０６

，

１９１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约占

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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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

２１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４２０

，

２４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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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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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12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