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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上海桑祥企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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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1.77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8.6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776.79亿元。 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

生金额为888.56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

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除上

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上

海桑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桑祥企业” ）接受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重庆分行” ）提供31亿元的融资，期限

不超过60个月，作为担保条件：以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上善置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上善置地” ）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桑祥企

业、重庆渝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渝能置业” ）、重庆上善置地

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能置业、重庆上善置地、重庆

渝能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渝能产业” ）分别对上海桑祥企业

该笔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

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19年3月13日和2019年4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次会议

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

2019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

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公司将依据各子公司及参

股公司的实际融资情况在同等级标准的范围内对担保对象和担保额度进行调

剂，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

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2019-068。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根据2019年度担保计划及已实施的调剂

事项，公司为子公司上海桑祥企业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36.29亿元，使用25.526

亿元， 从子公司福州海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计划担保21.91亿额度中调剂

9.67亿元额度至上海桑祥企业， 从子公司嘉兴欣利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计

划担保1.94亿额度中调剂1.621亿元额度至上海桑祥企业， 从子公司长沙中泛置

业有限公司的计划担保61亿额度中调剂5.445亿元额度至上海桑祥企业，从子公

司天津天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计划担保2亿额度中调剂2亿元额度至上海桑祥

企业，从子公司重庆渝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计划担保1.5亿额度中调剂1.5

亿元额度至上海桑祥企业。经本次调剂后，公司为子公司上海桑祥企业提供的计

划担保额度为56.526亿元。本次担保实施后，其剩余可使用的额度为 0�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亿元）：

2019

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入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负债

率

2019

年担保计

划额度（含已调

整额度）

本次调入

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

后计划担

保额度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

已使用担保

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上海桑祥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100% 36.29 20.236 56.526 25.526 56.526 0

2019

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出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负债

率

2019

年担保计

划额度（含已调

整额度）

本次调出担

保额度

本次调剂后

计划担保额

度

实际使用担

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

已使用担保

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福州海坤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01.69% 21.91 9.67 12.24 12.24 12.24 0

嘉兴欣利泽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96.64% 1.94 1.621 0.319 0 0 0.319

长沙中泛置业有限

公司

72.82% 61 5.445 55.555 55.555 55.555 0

天津天兴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76.95% 2 2 0 0 0 0

重庆渝能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92.14% 1.5 1.5 0 0 0 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桑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8年03月29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夏康；

（五）注册地点：上海市崇明区北沿公路2111号3幢124-24室（上海崇明森

林旅游园区）；

（六）主营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等；

（七）股东情况：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重庆启阳盛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其100%股权。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19,586.67 877,912.36

负债总额

919,585.67 877,910.80

长期借款

352,900 212,900

流动负债

566,685.67 665,010.80

净资产

1 1.56

2018

年

1-12

月

2019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 -0.35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交价

（亿元）

土地证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

容积率 土地用途

上海桑祥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49.71

北碚蔡家组团

N

分区

N03-02/01

，

N09-01/02

北碚蔡家组团

N

分区

N03-

02/01

，

N09-01/02

76,716 1.73

商住

N12/02

，北

C N12/02

，北

C 25,666 2

商住

N15/03

，南

A N15/03

，南

A 73,689 1.64

商住

N19-1/03

，南

B N19-1/03

，南

B 38,543

0.86

商住

N19-2/03

，南

C N19-2/03

，南

C 42,088

商住

N04-2/02

，北

F N04-2/02

，北

F 32,104 1.57

商住

N10/03

，北

E N10/03

，北

E 45,336 2.33

商住

N13/03

，北

D N13/03

，北

D 44,919 2.33

商住

N04-5/02

，北

H N04-5/02

，北

H 9,247 2

商住

N04-6/02

，北

G N04-6/02

，北

G 19,156

2

商住

N04-6/02

，北

L N04-6/02

，北

L 33,350

商住

N11/03

，北

K N11/03

，北

K 37,458 2

商住

N16/03

，南

D N16/03

，南

D 94,138 1.7

商住

N19-3/03

，南

E N19-3/03

，南

E 50,650 1.01

商住

N17-2/03

，南

G N17-2/03

，南

G 11,078 1.5

商住

N18-3/03

，南

F N18-3/03

，南

F 141,501 1.01

商住

NA-12-19

南岸区茶园

F

分区

F52-3

部分宗地

48,346 1.98

商住

JJ2015-002-8

滨江新城

A8-01-3

、

5/01

号

152,801 2.5

商住

0210403179-C

经济技术开发区 （头屯河

区）维泰南路

16,799 3

商业

合计：

993,585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上海桑祥企业接受民生银行重庆分行提供31

亿元的融资，期限不超过60个月，作为担保条件：以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上善置

地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桑祥企业、重庆渝能置业、重

庆上善置地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能置业、重庆上

善置地、 重庆渝能产业分别对上海桑祥企业该笔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第六十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

案， 董事局认为， 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19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

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对全资子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 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

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

控。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

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 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

应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

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2019年担保计划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19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 上海桑祥企业项目进展顺

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以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上善置地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

押，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桑祥企业、重庆渝能置业、重庆上善置地100%股权提供

质押。

综上，本次公司对上海桑祥企业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167.06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1.77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

母公司净资产48.6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1,263.24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76.79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

属母公司净资产338.05%。上述两类担保合计总额度1,430.30亿元，实际发生担保

金额为888.56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86.69%。除上

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上海柏楚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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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于2019年6月27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

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2019年7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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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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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500.0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2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

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874,890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5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17,000,110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47%；网上发行数量为7,125,000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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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8.58元/股。 根据《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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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上海柏楚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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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2,96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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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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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87,110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4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538,000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54%。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0.0451709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19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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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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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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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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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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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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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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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通过中信证券IPO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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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16,887,577股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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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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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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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代码、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 本次网下发行不存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

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 根据

2019年7月26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

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作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跟投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中证投资 874, 890 59, 999, 956.20 24个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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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0日

（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

持了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

式。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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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8，6008，3508，1008

末“5”位数 78713，98713，58713，38713，18713

末“6”位数 742840

末“7”位数

2271975，4271975，6271975，8271975，

0271975，3486937，8486937

末“8”位数 34653973，07227345

凡参与柏楚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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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柏楚电子A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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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1号）《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号）《科创板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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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9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 披露的20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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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557,78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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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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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投资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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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240 83.77% 12, 221, 292 83.78% 0.26156348%

B类投资者（合

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

1, 460 0.26% 38, 179 0.26% 0.26150000%

C类投资者 89, 080 15.97% 2, 327, 639 15.96% 0.26129760%

合计 557, 780 100.00% 14, 587, 110 100.00% -

其中余股12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

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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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19年8月1日（T+3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

抽签，并将于2019年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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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柏楚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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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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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7385

发行人：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1日

晶晨半导体（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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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晨股份”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11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文件已于2019年6月28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于2019年7月16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9〕1294号文注册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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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112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164.4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4.00%。 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

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55.844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3.79%，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8.6359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166.6559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4%；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89.5000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96%。

根据《晶晨半导体（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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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申购倍数为2,85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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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65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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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1.0059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70.04%；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1,185.15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29.96%。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5258993%。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19年7月3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3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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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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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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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舍五入精确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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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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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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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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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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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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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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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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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以下简称“《业务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

况后综合确定，仅为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未设立相关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

议。

（二）获配结果

2019年7月25日（T-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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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0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15.83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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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

裕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1亿元， 本次获配股数155.8441

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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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日（T+4日）之前，依据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缴款

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名称

初始认购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

（万元）

限售期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

限公司

164.4800 155.8441 5, 999.997850 24个月

合计 164.4800 155.8441 5, 999.997850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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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0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晶

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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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5，7335，9335，3335，1335

末“5”位数 01121，51121

末“6”位数 082425，282425，482425，682425，882425

末“7”位数

8557938，9807938，7307938，6057938，4807938，3557938，

2307938，1057938

末“8”位数 06054071，31087153，15216854，3162457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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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3个，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晶晨股份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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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9〕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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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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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9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19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8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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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有效申购投资者，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533,26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晶晨半导体（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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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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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530 80.36% 22, 279, 360 80.40% 0.51989488%

B类投资者 600 0.11% 31, 178 0.11% 0.51963506%

C类投资者 104, 130 19.53% 5, 399, 521 19.49% 0.51854614%

合计 533, 260 100.00% 27, 710, 059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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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德邦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德邦大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购时间

为2019-07-2909: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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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19年8月1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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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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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晨半导体（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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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发行人：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