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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瑞鹄模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

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

号—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瑞鹄转债”或“可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安排网下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

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可转债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方面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1、 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6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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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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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决定是否中止本次发行。 如果中

止发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报告，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4.3980亿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4.3980亿元。 主承销商根据

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3194亿元。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

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

监会报告。

3、 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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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瑞鹄模具公开发行4.3980亿元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22年6月22日 （T日）结

束。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申购情况，现将本次可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瑞鹄转债本次发行4.3980亿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

为2022年6月22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最终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瑞鹄转债总计为362,730,600元，

即3,627,306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82.48%。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瑞鹄转债为770,690张，即77,069,000元，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17.52%，网上中签率为0.0006807533%。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数据，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113,211,339,

350张，配号总数为11,321,133,935个，起讫号码为：000000000001-011321133935。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6月23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结果将在2022年6月24

日（T+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

的数量，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购买 10�张（即 1,000�元）瑞鹄转债。

四、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

（张）

实际获配数量

（张）

中签率

原股东 3,627,306 3,627,306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113,211,339,350 770,690 0.0006807533%

合计 113,214,966,656 4,397,996 -

《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

所产生的余额4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五、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瑞鹄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22年6月20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刊登的《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投资者亦可到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七、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银湖北路22号

电话： 0553-5623207

联系人： 何章勇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电话： 010-83321320、010-83321321、0755-82558302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发行人：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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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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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98,084,334股，占公司总股本30.51%。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累计减持3,93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1.23%，具体详见2022年3月25日公司公

告《关于控股股东减持时间过半进展公告》（编号：2022-017）。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中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02,023,134 31.74%

协议转让取得：102,

023,134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上海中路

（集 团 ）

股份有限

公司

3,938,800 1.23%

2021/12/22 ～

2022/6/22

集中

竞价

交易

8.93－

10.16

38,116,114 已完成 98,084,334 30.51%

公司于2021年12月14日披露《控股股东集中竞价被动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编号：2021-067），中路集团与申万宏源

证券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已触发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相关债权人（申万宏源）拟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自2021年9月23日后第90个自然日（2021年12月22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对标

的证券进行违约处置操作，预计减持不超过总股本的1%，减持价格将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2022年6月22日，减持计划时间届满，中路集团被申万宏源按计划强制平仓公司股份588,800股。2022年1月26日

至2月7日被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执行减持公司股份3,350,000股， 累计减持3,938,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1.2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计划减持不超过3,214,479股（总股本的1%），累计减持3,938,800股，因被司法执行超过计划724,321股。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48� � � �证券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2022-040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合资子公司其他股东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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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合资子公司其他股东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受让杨坤武、廖绍平2人合计持有

的江西世龙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龙新材料” ）45%的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675万元。 受让

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世龙新材料100%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受让合资子公司其他股东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5）。

二、交易进展

2022年6月21日，世龙新材料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乐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 截止公告日，公司受让杨坤武、廖绍平2人合计持有的世龙新材料45%股权事项已完成，

世龙新材料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名称：江西世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281MA38B2EQ71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工业园

5、法定代表人：李角龙

6、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7日

8、营业期限：2018年12月27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88008� � � � �证券简称：澜起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5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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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22），原计划于2022年6月

28日14点30分在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900号A栋3楼306会议室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原召开地疫情防控政策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原召开地无法对外开放举办会议。 为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最新要求，同时保护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并为公司股东参

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公司对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调整，现特别提示如下：

一、建议股东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为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人员聚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保护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参

会人员的身体健康，建议股东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调整现场会议召开方式为通讯会议方式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原召开地疫情防控政策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原召开地无法对外开放举办会议，现

场会议召开方式调整为通讯方式召开，不再设置现场会议室。 会议登记方式统一调整为电子邮件登记，

不再接受现场登记。 拟以通讯方式出席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需在2022年6月24日17时前向公司发送电

子邮件（邮箱地址：ir@montage-tech.com）进行参会登记，登记所需资料与原出席现场会议登记的要

求一致，并应在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时出示相关资料。 未在前述要求的登记时间前确认参会的股东和股

东代理人将无法以通讯方式接入本次股东大会，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将

向完成登记参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提供通讯接入信息， 请获取会议接入信息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勿

向他人分享该信息。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于2022年6月3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其

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2667� � � � � � � � � � �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9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领亿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领亿” ）的通知，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数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上海领

亿

是 8,630,000 15.60% 3.73% 否 否

2022年

6月20

日

办理解

除质押

手续之

日止

渤海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为出质人

与质权人

签 订 的

《信 托 贷

款 合 同 》

提供质押

担保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领亿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标记

数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上

海

领

亿

55,309,888 23.93% 16,349,811 24,979,811 45.16% 10.81% 0 0 0 0

注：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四舍五入导致的。

2、其他说明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为其自身资金需求，不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控股股东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其自有及自筹资金，具有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股票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2日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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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698.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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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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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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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

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698.3334万股。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19.033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1,079.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9.25元/股。

根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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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152.59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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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69.783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2,428.550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9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4584464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环节，并于2022年6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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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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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2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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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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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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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同已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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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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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深圳证券

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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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1日（T日）结束。入围的2,789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0,97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经核查确认：

有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参与网下申购，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300

2

庄培 庄培

300

剩余2,78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0,9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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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申购数量为3,278,56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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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售股数计算数量时精确到个股，剩余零股按不同配售类型分配给申购数量最大

的投资者；当申购数量相同时，剩余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记录为准）的配售对象。若由于获配零股导致超出该投资者的有效

申购数量，则超出部分顺序配售给下一位，直至零股分配完毕。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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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

社保基金（

A

类）

990,370 30.21% 1,352,424 50.13% 0.01365574%

年金、保险资金

（

B

类）

435,900 13.30% 357,463 13.25% 0.00820057%

其他投资者

（

C

类）

1,852,290 56.50% 987,947 36.62% 0.00533365%

合计

3,278,560 100.00% 2,697,834 100.00% 0.00822872%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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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4

股余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分别配售给同泰产业升

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以及杭州远方

长益投资有限公司，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

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之附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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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52523613、52523077、52523071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6月23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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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2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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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2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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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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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6月22日在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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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 6262

末“

5

”位数：

14225 39225 64225 89225

末“

6

”位数：

260461 460461 660461 860461 060461

末“

7

”位数：

6004458 7254458 8504458 9754458 1004458 2254458 3504458 4754458

末“

8

”位数：

07794481 32794481 57794481 8279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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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7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广东扬山联合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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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福元医药”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2,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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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9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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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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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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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8,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3,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根据《北京福元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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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47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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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8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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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0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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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福元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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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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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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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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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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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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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6月2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

区凤阳路660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主持了福元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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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6,6796,8796,2796,0796,3682

末“5”位数 92521,72521,52521,32521,12521,73001,23001

末“7”位数 7093820,9093820,5093820,3093820,1093820,2293305

末“8”位数 75190002

末“9”位数 01710197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福元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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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福元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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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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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1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41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671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1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

参与网下申购。 其余2,40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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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账户名称

配售对象

账户

初步询

价时拟

申购价

格（元）

初步询价时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金跃跃 金跃跃 A786673945 14.62 410

2 洪雷 洪雷 A629272777 14.62 410

3 陈林法 陈林法 A192047015 14.62 410

4 何冬海 何冬海 A234421633 14.62 410

5 王育锋 王育锋 A460414352 14.62 410

6 袁仲雪 袁仲雪 A658215054 14.62 410

7 董培琪 董培琪 A244505541 14.62 410

8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7号A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2227291 14.62 410

9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拉普拉斯一号私募投资基金 B882407362 14.62 410

10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赛能证券投资基金 B882796583 14.62 410

11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资本-招享股票中性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B883164705 14.62 410

12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天演

教源投资基金

B883338558 14.62 410

13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中证500指数增强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3373998 14.62 410

14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中证500指数增强证券投资基

金

B883470033 14.62 410

15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享中性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B883613005 14.62 410

16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招阳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17033 14.62 410

17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招阳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17122 14.62 410

18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邑君5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30609 14.62 410

19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邑君12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89161 14.62 410

20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邑君16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89179 14.62 410

21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高节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93364 14.62 410

22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中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764165 14.62 410

23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远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005190 14.62 410

24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远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023960 14.62 410

25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远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048423 14.62 410

26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启航量化500指增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B884078004 14.62 410

27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远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082972 14.62 410

28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自梵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126726 14.62 410

29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致多策略A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B884140259 14.62 410

30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泰阳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185819 14.62 410

31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神州机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190856 14.62 410

32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泰阳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209370 14.62 410

33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致多策略C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B884212941 14.62 410

34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致多策略B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B884214854 14.62 410

35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启航量化500指增2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4226893 14.62 410

36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泰阳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234927 14.62 410

37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善源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299799 14.62 410

38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善源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00223 14.62 410

39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致多策略D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B884301839 14.62 410

40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善源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02160 14.62 410

41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陆享500指数增强A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4330553 14.62 410

42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诺奇500指增2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B884359175 14.62 410

43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诺奇500指增1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B884359955 14.62 410

44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心A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60972 14.62 410

45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心B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69285 14.62 410

46 北京天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演恒心C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74565 14.62 410

47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B881691921 14.62 410

48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B881413247 14.62 410

49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B880575839 14.62 410

合计 20,09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北京福元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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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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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5,144,300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社保基金（公

募养老社保类）有效申购数量为1,579,34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30.70%；年金保险资

金（年金保险类）有效申购数量为925,37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17.99%；其他类型投

资者（其他类）有效申购数量为2,639,59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51.31%。根据《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量数（万

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股）

各类投资者初步配

售比例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A类投资者 1,579,340.00 30.70% 6,737,486 0.04266014% 56.15%

B类投资者 925,370.00 17.99% 2,803,194 0.03029268% 23.36%

C类投资者 2,639,590.00 51.31% 2,459,320 0.00931705% 20.49%

总计 5,144,300.00 100.00% 12,000,000 - 100.00%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359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

泰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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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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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10-86451545、010-86451546

发行人：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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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卓航科”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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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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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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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及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 ）

（海通证券及中航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湖北超卓

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240.0828万股。初始战略

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448.016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

时间内汇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58.5175万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6.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89.4989万股将回拨至网下

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343.965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43%； 网上发行数量为537.60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57%。 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1,881.5653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超卓航科于2022年6月22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超卓航科” A

股537.6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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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湖北超卓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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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2年6月24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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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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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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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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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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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下限售期摇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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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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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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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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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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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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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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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619,576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21,678,864,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479835%。 配号总数为43,357,729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43,357,72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湖北超卓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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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032.53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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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0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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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7653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1.43%，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25.8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8.5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

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34796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6月23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凤阳

路660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6月24日（T+2日）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