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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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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于2022年1月19日、1月20日、1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公司已于2022年1月22日披露了 《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2）。 2022年1月24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 短期波动幅度较大，现对公司相关风险

提示如下：

一、公司股票短期内波动幅度较大，2022年1月24日的换手率为19.79%，明显上升，成

交量显著放大，换手率和成交量均高于公司前二十个交易日的平均水平，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公司2021年1-9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09.4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140.47万元。

三、公司关注并核查的相关情况

1、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所管辖开放式景区于2022年1月23日恢复对外开放。 受疫情影响，大唐芙蓉园、曲

江海洋极地公园等景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暂未开放。公司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

逐步做好其他景区及经营性项目的对外开放工作。

2、2022年1月21日，公司书面函证公司控股股东，控股股东电话询问公司实际控制人

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后书面回复：“截止目前， 本公司及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不

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

事项；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

3、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

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不涉及热点概念事项。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1） 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披露了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

告》，就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有关事项的监管

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2880号）所提问题及相关要求进行回复。 公司将努力沟通协调

力争2022年1月底前回款3.5亿元，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回款1.3亿元。 受疫情影响，2022年1月1日至今，公司尚未

收到回款。 截止目前公司共计收到回款1.3亿元。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报刊及网站上披露的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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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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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

2021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4,500万元至35,5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

据）相比，将增加1,492.53万元至2,492.53万元，同比增加4.52%到7.55%。

2、预计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100万元至1,300万

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2,863.61万元到3,063.61万元，同比减少

68.78%到73.58%。

3、预计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00万元至-400万元， 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减少3,762.57万元到3,

962.57万元，同比减少105.61%到111.23%。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 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007.47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63.61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62.57万元。

三、 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深化产品结构，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在竞争

十分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仍实现了一定的增长，产品毛利率保持了稳定。

虽然主要业务收入实现了增长，但是收入增速开始放缓，主要原因如下：

1、随着消费类电子行业整体增速放缓，叠加芯片缺货，导致部分消费类终端品牌出货

量减少，进而影响上游元器件供应；

2、行业整体产能充足，行业竞争进入加剧期，价格竞争较为激烈；

3、公司新产品尚处于起量期，暂未和主力产品声学传感器形成组合竞争优势。

（二）净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

2021年，公司产能扩张、客户突破、新产品研发处于投入阶段，相关投入效益尚未在当

期体现。 本报告期内净利润出现了下降的情况，主要原因具体如下：

1、为吸引和保留人才，公司于2020年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并于2021年进一步授予了

预留部分股权激励，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按照归属比例分期确认了股份支付费用，报告

期内公司的股份支付费用较上年同期有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股份支付金额约3,483万元，

比去年增加3,181万元。 如去除股份支付影响， 公司2021年归母净利润约4,100万元至4,

300万元，略低于去年同期。

2、为进一步增加公司研发实力，加快新产品研发进度，公司研发投入大幅增加，报告期

内研发费用约为6,500万元，比上年增长约2,296万元。2021年度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预计不少于18.4%，较2020年增加5.6个百分点。 因此对净利润造成了直接影响。

（三）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2021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约为1,500万元，较2020年增加约899万元，主要为

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

四、 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

审计。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 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1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5日

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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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64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1年11月5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2021年12月

28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4121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英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华康医疗” ，股票

代码为“301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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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96.000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15.00%。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39.30元/股，发行数量为2,640.0000万股，本次发

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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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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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参与跟投。

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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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管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锡国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创新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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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804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的2.99%；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子公司

无锡国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05.6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 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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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战略配

售总量为184.4804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99%，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11.5196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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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319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5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73.2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27.42%。根据《武汉华康世纪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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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1.49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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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91.1500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91.169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总量的52.5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64.3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47.42%。 回

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72242766%，申购倍数为5805.75905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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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需要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

截至2022年1月14日（T-3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投资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国联华康医疗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788,804 30,999,997.20 12

无锡国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056,000 41,500,800.00 24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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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9,49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49,965,074.9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94,00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624,4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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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1,69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07,429,6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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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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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358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2%，占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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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07股，包销金额为7,624,475.1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73%。

2022年1月2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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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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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811300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月25日

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生物”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

３

，

３７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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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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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０７３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３７２．１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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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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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８．６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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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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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１１．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６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３

，

３７２．１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三元生物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三元生物”股票

９６１．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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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三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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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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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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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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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

８０６

，

７１８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８５

，

７８５

，

１５９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７１

，

５７０

，

３１８

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７１５７０３１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９２６．６５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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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６

，

７４４

，

５００

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３６．６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３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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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１９０６４４８６４％

，申购倍数为

５

，

２４５．３５５０４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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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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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三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1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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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为 10,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不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7,000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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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 年 1 月 26 日（T-1 日，星期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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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1月 25日

特别提示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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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板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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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7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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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40,010,000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001,500 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

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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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1,400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4.0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 400,100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27,607,1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23%；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6,801,5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77%。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34,408,600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亚信安全”股票 6,8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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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月 26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亚信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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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26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30.51元 /股与获配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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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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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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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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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账户将在 2022 年 1 月 27 日

（T+3 日）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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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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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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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2,655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3,067,388.35 万股 ，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约 为

0.02217359%。

配号总数为 61,347,767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61,347,76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亚信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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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

5,601,400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4.00%，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400,100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5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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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4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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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66,100 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 70.23%，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4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242,500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29.77%，约占本次发行总量 25.6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 0.0333916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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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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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5

日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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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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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朴检测”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3,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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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注册

（证监许可〔2021〕4041�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实朴检测” ，股票代码为“301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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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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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20.08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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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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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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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15.00%。 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57.3705 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8.58%。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92.629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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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6295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1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65.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89%。

根据《实朴检测技术（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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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0.0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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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

（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548.5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1,429.079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52.1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313.5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7.89%。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中签率为 0.0168669761%，申购倍数为 5,928.74500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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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富诚海富

通实朴检测 1 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实朴检测资管计

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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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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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朴检测资管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57.370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8.58%。

截至 2022�年 1月 13日（T-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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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朴检测资管计划 2,573,705 51,679,996.40 12个月

总计 2,573,705 51,679,99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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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6,75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62,581,280.5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8,74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79,5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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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0,79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86,959,1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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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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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699 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3%，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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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43 股，包销金额为 1,179,5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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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2022 年 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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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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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154756、021-23154758、021-23154759

发行人：实朴检测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25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鹏都农牧 公告编号：

2022-005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 8,000万元–12,000万元

盈利：1,847.3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33.06%-549.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10,000万元–15,000万元

亏损：3,494.6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86.15%-529.2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265元/股–0.0188元/股 盈利：0.0029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

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主要原因有：1、 公司肉

羊、乳业业务保持稳定的发展，利润稳步提升；2、公司粮食农资贸易业务加强了利润较高的

农资销售，盈利能力得到改善；3、受疫情的影响，中缅边境海关仍未实现缅甸肉牛的通关工

作，缅甸肉牛无法进入国内。 为了解决牛源不足的问题，公司加了大对优质牛源的引进力

度，从海外引入优质进口牛，为公司肉牛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肉牛业务持续向好。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本次预测数据将

与实际数据存在一定偏差的可能。 2021年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