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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吴细兵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33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 、核准你公司向吴细兵发行 82,353,944股股份、向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行90,

539,214股股份、向涂亚杰发行8,052,417�股股份、向北京申得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发行7,

901,628�股股份、向王军发行1,739,872�股股份、向吴剑锋发行1,739,872股股份、向邢光春发行

1,739,872股股份、向刘清发行1,739,872�股股份、向刘冬梅发行1,739,872股股份、向黄芳兰发

行1,739,872�股股份、向赖文联发行869,936股股份、向华师元发行869,936股股份、向吴加兵发

行 869,936股股份、向马志强发行869,936股股份、向刘斌发行869,936�股股份、向许屹然发行

869,936股股份、向尹虹发行 869,936� 股股份、向丰芸发行 717,987股股份、向张民发行434,

968�股股份、 向杨寿山发行 214,294股股份、 向刘海然发行 144,989股股份、 向陈斯亮发行

98,012股股份、向佟立红发行 63,940�股股份、向方丹发行63,94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64,000万元。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

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

时报告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事宜，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妥善办理相关手续， 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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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吴细兵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33号）（以下简称“批复” ），对《金陵华

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

下简称“报告书” ）进行了相应的更新和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如无特殊说明，本公告中

简称与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在“重大事项提示/十、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及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一）

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过程”处增加了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说明。

二、在“十、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及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二）本次交易尚须

履行的程序及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等章节删除了本次交易尚须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相关表述。

三、删除了与中国证监会核准相关的风险提示。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北京

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浪仓石”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0年9月22日起新增新浪仓石代理销售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0年9月22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新浪仓石办理下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转换、定投等业务。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是否参加

费率优惠

1 000379

平安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2 000739

平安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3 000759

平安财富宝货币市场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4 001297

平安智慧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5 001515

平安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6 001609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7 001610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8 001664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9 001665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0 002282

平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1 002304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2 002450

平安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3 002451

平安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4 002537

平安安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15 002598

平安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6 002599

平安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7 002795

平安惠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8 002988

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19 003024

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20 003032

平安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21 003034

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22 003286

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23 003465

平安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24 003486

平安惠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25 003626

平安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26 004390

平安转型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27 004391

平安转型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28 004403

平安股息精选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29 004404

平安股息精选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30 004825

平安惠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31 004826

平安惠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32 004827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33 004828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34 005084

平安量化先锋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35 005085

平安量化先锋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36 005113

平安沪深

300

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37 005114

平安沪深

300

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38 005486

平安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39 005487

平安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0 005639

平安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1 005640

平安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2 005750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3 005751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4 005754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5 005755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6 005756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7 005868

平安

MSCI

中国

A

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8 005869

平安

MSCI

中国

A

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49 006097

平安高等级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50 006100

平安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51 006101

平安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52 006214

平安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53 006215

平安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54 006433

平安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55 006457

平安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56 006458

平安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57 006717

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58 006720

平安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59 006721

平安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60 006851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61 006986

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62 006987

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

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63 006988

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E

类

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64 007017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65 007018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66 007019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67 007032

平安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68 007033

平安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69 007048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70 007049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71 007053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72 007054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

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73 007055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E

类

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74 007082

平安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75 007083

平安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76 007645

平安季享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77 007646

平安季享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

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78 007647

平安季享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E

类

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79 007663

平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80 007730

平安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81 007758

平安乐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82 007759

平安乐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83 007893

平安估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84 007894

平安估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85 007925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86 007935

平安惠澜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87 007936

平安惠澜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88 008461

平安盈丰积极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

基金

(FOF)

（

A

类份额）

支持 不支持 参加

89 008462

平安盈丰积极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

基金

(FOF)

（

C

类份额）

支持 不支持 参加

90 008690

平安增利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份

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91 008691

平安增利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份

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92 008692

平安增利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E

类份

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93 008694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94 008695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95 008696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96 008726

平安添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97 008727

平安添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98 008911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99 008912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00 008913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

类份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01 008949

平安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02 008950

平安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03 009008

平安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104 009009

平安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105 009012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06 009013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07 009227

平安增鑫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份

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08 009228

平安增鑫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份

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09 009229

平安增鑫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E

类份

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10 009306

平安惠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11 009336

平安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份

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12 009337

平安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份

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13 009403

平安惠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14 009404

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15 009405

平安惠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16 009406

平安高等级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17 009509

平安惠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支持 支持 参加

118 009661

平安研究睿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19 009662

平安研究睿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20 009671

平安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21 009672

平安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22 009878

平安低碳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23 009879

平安低碳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24 010035

平安高等级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25 010048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I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26 167001

平安鼎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27 167002

平安鼎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28 167003

平安鼎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29 501099

平安科技创新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不支持 不支持 参加

130 700001

平安行业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131 700002

平安深证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132 700003

平安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133 700004

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支持 支持 参加

134 700005

平安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135 700006

平安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参加

注： 1、处于封闭期的产品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办理时间请阅读本公司最新

发布的公告及后续发布的相关公告。

2、上表中同一产品A、C、E类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

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

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

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

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

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

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说明的公告》。

3、投资者通过新浪仓石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

释权归新浪仓石所有，请投资者咨询新浪仓石。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转

换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新浪仓石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新浪

仓石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新浪仓石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

再另行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10-62675369

网址：https://fund.sina.com.cn/fund/web/index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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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

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2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0年9月22日起新增江苏银行直销银行代理销售本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0年9月22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江苏银行直销银行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定投及转换等业务。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是否参加

费率优惠

1 006101

平安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是

2 005751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是

3 006851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是

4 002451

平安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是

5 007083

平安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支持 支持 是

注：同一产品 A、C、E�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

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

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

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

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

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

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说明的公告》。

3、投资者通过江苏银行直销银行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

惠活动解释权归江苏银行直销银行所有，请投资者咨询江苏银行直销银行。本公司对其申购

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转换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江苏银行直

销银行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江苏银行直销银行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优惠活动内

容变更，以江苏银行直销银行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19

网址：www.jsbchina.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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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

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2日

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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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华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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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0〕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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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 300万股。 初始战略

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21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 。 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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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为2, 150, 000股，占发行总量5.00%。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 595, 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 255, 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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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40, 850, 000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17.55元/股。

根据《苏州世华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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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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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 269.78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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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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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510, 0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 340, 0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122724%。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的重要情况，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苏州世华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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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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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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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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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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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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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

将在2020年9月23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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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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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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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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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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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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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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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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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7，0927，3064

末“5”位数 84806

末“6”位数 010856，510856

末“7”位数 8004091，3004091

末“8”位数 27255091，47255091，67255091，87255091，07255091，11631304

末“9”位数 07206895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世华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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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68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世华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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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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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33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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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31, 99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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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量

的比例

配售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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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26, 510 62.73% 17, 157, 582 70.00% 0.03282799%

B类投资者 9, 800 0.12% 31, 500 0.13% 0.03214286%

C类投资者 3, 095, 680 37.15% 7, 320, 918 29.87% 0.02364882%

合计 8, 331, 990 100.00% 24, 510, 000 100.00% ———

其中余股3, 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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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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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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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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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世华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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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7.55元/股，本次发行

总规模为75, 465.00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5.00% ， 但不超过

人民币4, 000万元，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人民币5, 500万

元，本次获配股数2, 150, 000股，获配金额37, 732, 500.00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

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主承销商将在2020年9月24日（T+4日）之前，依据华泰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 150, 000 37, 732, 500.00 24

合计 2, 150, 000 37, 732, 500.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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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81

传真：021-38966500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栋20层

发行人：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9月22日

特别提示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若羽臣”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 043.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648 号文核准。 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若羽臣” ，股票代

码为“003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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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15.20 元 /股，发行数量为 3, 043.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1, 825.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 60.00%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1, 217.2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 043, 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7, 387, 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 （T+2 日）结

束。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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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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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324, 32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15, 329, 664.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2, 68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52, 7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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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42, 64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6, 248, 128.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6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 472.0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

（股）

1 徐金富 徐金富 40 608.00 40

2 张宣强 张宣强 40 608.00 40

3 戴世仁 戴世仁 40 608.00 40

4 何广苏 何广苏 40 608.00 40

5 陈积裕 陈积裕 40 608.00 40

6 纪立军 纪立军 40 608.00 40

7 林鸿 林鸿 40 608.00 40

8 毛岱 毛岱 40 608.00 40

9 刘方毅 刘方毅 40 608.00 40

合计 360 5, 472.00 360

二、 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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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63, 040 股，包销金额为 958, 208.00 元，保

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1% 。

2020 年 9 月 22 日（T+4 日），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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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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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承

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65353085

咨询邮箱：ECM_IPO@cicc.com.cn

联系人：中金公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22 日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