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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福建海西联合药业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开发合同》及补充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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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者“甲方” ）于 2020 年 8 月 5 日与

福建海西联合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西药业” 或者“乙方” ）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

及《合作开发合同之补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及补充合同”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公司和海西药业已就开展七氟烷和地氟烷两个制剂产品的联合研发和注册申报等方面

的合作事宜进行探讨，有关事项详见《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说明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5），双方同意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对七氟烷吸入剂和地氟烷吸入剂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 ，七氟烷吸入剂、地氟烷吸入剂合称为“本项目产品” ）进行联合研发，进一步共同

开发研制制剂的生产工艺并申报相应的药品批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经协商一致，双方同意签订《合作开发合同》及《合作开发合同之补充合同》。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投资和融资决策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

与海西药业签订上述合同及补充合同事项属于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与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与海西药业签订合同及补充合同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海西药业基本情况

名称：福建海西联合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1557567223H

住所：福建省明溪县经济开发区 D区 15号

法定代表人：朱吉洪

注册资本：96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 08月 09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三氟乙基二氟甲基醚、六氟异丙基氯甲醚、七氟烷、地氟烷、异氟烷的生产和销

售；化工原料及产品（危化品除外）的销售；从事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从事化工和医药

领域的产品及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及服务；Ⅱ、Ⅲ类医疗器械经营。

2、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黄杰

2,515 26.20%

朱吉洪

1,600 16.67%

明溪海阔医药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1,200 12.50%

明溪县晴川医药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1,155 12.03%

明溪县德泽医药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960 10.00%

蒋静

600 6.25%

明溪县创新医药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570 5.94%

覃九三

500 5.21%

黄友荣

350 3.65%

易苗

100 1.04%

张树桐

50 0.52%

合计

9,600 100%

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三、合同及补充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名称

七氟烷吸入剂、地氟烷吸入剂合作开发项目

（二）项目合作内容

1、双方将按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共同合作对七氟烷吸入剂、地氟烷吸入剂按照化学药

品注册分类 4类进行研发，并取得七氟烷吸入剂、地氟烷吸入剂的生产批件，将本项目产品投

入生产，进行市场销售。

2、合作分工：

甲方主要负责：产品的注册申报（获得注册批件）、市场销售

乙方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生产

（三）合作方式及权益分配

1、在合作期限（本合同项下的项目合作期限为长期）内，双方在中国大陆互为唯一合作

方开发本项目，双方不得与任何合同及补充合同外的第三方就七氟烷吸入剂、地氟烷吸入剂

在国内开展任何形式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许可、转让或合作（合同及补充合同另有约定

的除外），包括但不限于向第三方提供关键中间体、向第三方转让相关合成工艺技术、支持第

三方申报、向境内其他第三方提供原料药、向第三方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中所列知识产权、许

可第三方使用合同及补充合同中所列知识产权等。该项目合作过程中所需的原料药和制剂生

产承担企业除外。

2、本项目的收益双方按照 1:1比例分成。

本项目的收入为：七氟烷产品制剂和地氟烷产品制剂在中国国内的销售收入

本项目应扣除的成本为：对应批次的制剂的生产成本、测试费用、销售费用、税金、研发费

用和其他费用的分摊等

本项目的收益 =本项目的收入 -本项目应扣除的成本

3、如项目开发过程中出现开发技术风险、政策调整等导致本项目无法继续，经双方协商

本项目终止，项目成果（包括项目技术资料、新知识产权等）由各方按本项目收益分配比例享

有，本项目的前期开发成本与费用由各方按照项目收益分配比例承担。

4、鉴于双方共同享有本项目产品的权益，因此双方共同负有本项目产品许可持有人的法

律义务，并按 1:1的比例承担相关的费用。

5、在获得上市批准后，七氟烷吸入剂、地氟烷吸入剂的销售由甲方负责，乙方提供必需的

支持。原则上由双方共同确定年度的销售计划、销售政策（含销售成本），并授权甲方实施，上

述年度计划的调整应由甲、乙双方共同确认。乙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对甲方就七氟烷、地

氟烷的相关销售和费用进行核查或审计，甲方有义务全力配合（但第三方需要事先签署严格

保密合同）。

6、甲方为本项目产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乙方为本项目的原料药生产商。本项目产品的

生产地原则上在乙方生产场地。甲、乙双方也可以在取得本项目产品药品生产文号且甲方成

为最终制剂产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后， 由甲方和乙方根据药品生产文号批准情况进行协商，

确定合作产品的生产地。生产地所在地的一方负责生产，并有权收取加工费，加工费在甲方和

乙方收益分成时在成本中予以扣除，具体以双方另行签署的委托加工合同为准。

7、产品批准上市销售以后，双方每月对账及结算一次。

（四）项目进度及付款方式

甲乙双方按照 1:1 比例承担研发费用，乙方承担部分由乙方自筹足额按时到位，甲方承

担部分按双方认可的进度节点及实际支出支付给乙方。

1、乙方在合作开发合同签订后及时制定项目研发进度计划以及预算计划，双方签字认可

后执行。

合作期间， 乙方应于每个月开始 10日前向甲方书面提出该月的项目研发费用的支出预

算，供甲方进行审核与确认，相关支出预算经甲方书面审核与确认通过后予以支付（支付比

例为该等预算的 50%）。

甲方支付上述款项之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项目所需费用按照实际进度及实际产生费用，由双方同时等比例投入。

甲方于合作开发合同开发项目中承担的费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50 万元（大写：人民币

玖佰伍拾万元整）。

（五）知识产权

1、一方（“提供方” ）为达成本合同而提供予其它方（“接收方” ）的机密材料，无论提供

者是否已经依法完成登记、注册，其权益均属提供方，接收方不得擅自将该等资料向任何有关

机关申请相关知识产权的登记或主张任何权利。

2、乙方现有知识产权，甲方为本项目之目的有权无偿使用。

3、除双方另以书面约定，因本合同之执行而发展或衍生的专利权、著作权、专有技术、商

业秘密或其它任何知识产权（“新知识产权” ），应由双方共同拥有，其中相关的收益权甲乙

双方按照 1:1的比例享有和分配。 任何一方不得单独就新知识产权提出专利或著作权申请，

也不得单独向本合同双方以外的第三方披露、许可、转让全部或部分新知识产权。

4、如果在本合同签署后六十（60）个月内，该项目产品未能通过注册审核，取得生产批

件，则双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双方可另行协商，签署新的合作开发合同。

四、七氟烷吸入剂和地氟烷吸入剂项目概况

七氟烷吸入剂由丸石制药株式会社研发，1990 年首次在日本获批上市，商品名为喜保福

宁、SEVOFRANE，现已在美国、中国、欧盟等多个国家上市。七氟烷吸入剂以挥发性气体的形

式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内形成麻醉作用，适用于成人和儿科患者的院内手术及门诊手术的全

身麻醉的诱导和维持。

地氟烷原研商品名为优宁(Suprane)，美国百特公司最早于 1992 年获美国 FDA 批准上市

销售，现已在欧盟、南美、台湾、日本、韩国、中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地氟烷吸入剂适用于

住院和门诊成年、婴幼儿和儿童手术患者的维持麻醉。

截止目前，七氟烷吸入剂和地氟烷吸入剂均已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其中七氟烷吸入剂

的国内生产厂家主要为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和河北一品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等，地氟烷吸入剂的国内生产厂家主要为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五、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的实施，是公司围绕“有特色的仿制药”战略进行的产品布局和储备，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如能研究成功，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管线，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

势，提升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鉴于药物研发的复杂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尽管合同条款中已就合作开发内容、对价支

付等相关内容作出了明确的约定，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受政策、市场等相关因素影响，

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本项目存在不能达到开发目标的可能性风险。

即使未来双方合作开发在国内取得成功并获得上市许可，后续商业化推广能否取得预期

效益，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项目重大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合作开发合同》及《合作开发合同之补充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8月 7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20年 8 月 7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2,53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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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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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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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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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深圳欧陆通

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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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披

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 认购数量、占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530.00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0%，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0,120.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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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126.5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

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1,683.0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20.5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2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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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2020年8月

13日（T+2）刊登的《深圳欧陆通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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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

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2020年8月

10日（T-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2、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8月10日（T-1日，周一）14:00-17: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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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

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

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7日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奥海科技” 、“发行

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5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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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2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奥海科技” ，股票代码为“002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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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6.88元/股，发行数量为4,520万股。本次发行全

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71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80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5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06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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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0,604,16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91,439,820.8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5,84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038,579.2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517,55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1,431,932.1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443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5,667.84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股数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1

潘伟潮 潘伟潮

349 9,381.12

2

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49 9,381.12

3

武永强 武永强

349 9,381.12

4

王文博 王文博

349 9,381.12

5

赵为 赵为

349 9,381.12

6

王祥伟 王祥伟

349 9,381.12

7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349 9,381.12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78,283股，包销金额

为2,104,247.04元，包销比例为0.1732%。

2020年8月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不含税）之后一起

划转给发行人。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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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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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09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7日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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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强装备”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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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646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19,199,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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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20 年 8 月 6 日（T 日）利用深交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捷

强装备” A 股 19,199,000 股。

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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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3,080,726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43,

253,862,500 股，配号总数为 286,507,725 个，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 000286507725。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34020819%，网上

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7,461.52729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8 月 7 日（T+1 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54 号深业中心 308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依据 2020 年 8 月 10 日（T+2

日）公告的《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

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2020 年 8 月 10 日（T+2 日）日终中

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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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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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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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7日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均瑶健

康”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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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20]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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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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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券” ）（国泰君安、爱建证券以下统称“联合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A股发行数量为7,000万股，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4,900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70%；网上发行数量为

2,1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13.43元/股。

均瑶健康于 2020 年 8 月 6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均瑶健康” A 股 2,100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

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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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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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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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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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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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联合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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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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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保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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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内不得参与网上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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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7,974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56,090,091,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345377%。 配号总数为156,090,091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156,090,09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7,432.86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发行规模的 60%（4,200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发行结构如下：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0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3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03613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合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定于 2020 年 8 月 7 日（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会

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8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