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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氢能合作协议的补充暨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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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4日披露了

《关于与巨正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共同开发氢能的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司

正积极推进氢能业务的规划与实施， 全资子公司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九丰集团” ）拟与巨正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正源” ）以

成立合资公司形式，开展氢能产业发展合作。现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1、公司在本次合作中主要负责在项目立项、土地供应、加氢站布点和审批、

日常运营等方面对项目公司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帮助。项目的实施尚需经过相关

的报批报建程序，特别是充装设施需获得当地政府的前置审批，该项目存在审

批未获通过或审批进度、建设进度不达预期的风险，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

性。

2、本次合作项目尚处于前期筹建阶段，对公司2021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等

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未来项目效益受终端销售价格、广东省补贴政策、项目

运营成本、采购成本等影响较大，目前尚无法准确预测；项目对公司未来年度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程度受具体实施情况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在此前公告中所述参与氢能产业的发展规划仅为初步计划，目前尚

处于筹划阶段，除拟参与本次合作项目外，尚未有其他实质性进展，前期亦无资

金投入或技术研发储备，该规划的实际落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目前，氢能源相关产业和市场尚未成熟，尚处于应用示范发展阶段。公司

本次拟投资项目受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发展、成本控制、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较

大，如果未来广东省氢能市场推广规模不及预期，或区域内市场竞争加剧，将对

合作项目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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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济神州”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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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8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与高盛高华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盛高华”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

主承销商）（中金公司、高盛高华合称“联席保荐机构” ），摩根大通证券（中

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大通证券（中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

安”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高盛高华、摩根大通证券

（中国）、中信证券与国泰君安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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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 115,

055,260 股，占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已发行股份总数及本次初始公开发

行股份数量之和的 8.62%（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人授予中金公司不

超过初始发行规模 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或称“绿鞋” ），若超额配售选

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132,313,260 股，约占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已发行股份总数及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之和的 9.79%（超额

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发行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1,334,789,461 股（超额配售选

择权行使前）， 若绿鞋全额行使， 则发行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1,

352,047,461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全部为新

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4,516,578 股， 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30.0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 26.09%。 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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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16,578 股，因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进行回

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64,431,182 股，约占绿鞋行

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 80.00%，约占绿鞋全额行使后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5.88%。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超

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16,107,500 股，约占绿鞋行使前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 20.00%，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

售启用后，网上发行数量为 33,365,500 股，约占绿鞋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34.12%。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2.60 元 / 股。

根据《百济神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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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联席主承销商已

按本次发行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 17,258,000 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股份

数量 15.00%。

根据《百济神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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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531.66 倍，高于 100 倍，发

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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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4,000 股）从

网下回拨到网上。

在超额配售选择权及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6,377,182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 57.65%，约占本

次绿鞋后发行总量的 42.6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1,419,500 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2.35%， 约占本次绿鞋后发行总量的

31.3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 0.0351502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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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T+2 日）16:

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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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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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联席保荐

机构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联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

的股票）或者联席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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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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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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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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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公司科创板 IPO 网下投资者核查系统提

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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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的股票限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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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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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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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存在其他违反《注册

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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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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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

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

括：

（1）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

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北京高华盛

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华盛泽” ）（参与跟投的联席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

（4） 中金公司百济神州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百济神州员工资产管理计划” ）。

参加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分别签署了联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配售协议、《百济神州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

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1 年 12 月 1 日（T-1 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

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百济神州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 年 11 月 30 日（T-2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

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92.60 元 /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

行总规模约为 2,215,964.31 万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本次发行总规

模为 2,548,353.39 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 50 亿元以上，参与配售的联席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分别为本次初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2.00%， 但不超过

人民币 10 亿元， 中金财富和高华盛泽已分别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6.00 亿元和 5.00 亿元，本次获配股数均为 2,301,106 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

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2 月 8 日

（T+4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百

济神州员工资管计划的方式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

量的 10%，即 11,505,526 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不超过 400,587,657.55 元。 百济神州员工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

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400,587,657.55 元，共获配 2,069,

546 股。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2 月 8 日（T+4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

依据原路径退回。

其他战略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

佣金合计 581,241.75 万元，共获配 27,844,820 股，获配金额与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合计 538,972.69 万元。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初始发

行数量的比

例（%）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全国社保

基金六零四组合、

社保基金一五零三

组合）

具有长期投资意

愿的大型保险公

司或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

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

462, 201 0.40 89, 019, 912.60 445, 099.56 89, 465, 012.16 12个月

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4, 814, 527 4.18 927, 277, 900.20 4, 636, 389.50 931, 914, 289.70 12个月

3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4, 790, 454 4.16 922, 641, 440.40 4, 613, 207.20 927, 254, 647.60 12个月

4

广西通服科兴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 444, 358 1.26 278, 183, 350.80 1, 390, 916.75 279, 574, 267.55 12个月

5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

2, 407, 263 2.09 463, 638, 853.80 2, 318, 194.27 465, 957, 048.07 12个月

6

广州高新区科技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4, 790, 454 4.16 922, 641, 440.40 4, 613, 207.20 927, 254, 647.60 12个月

7

阿布达比投资局

（Abu � Dhabi�

Inves tment�

Au thority）

2, 407, 263 2.09 463, 638, 853.80 2, 318, 194.27 465, 957, 048.07 12个月

8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1, 444, 358 1.26 278, 183, 350.80 1, 390, 916.75 279, 574, 267.55 12个月

9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

私募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 444, 358 1.26 278, 183, 350.80 1, 390, 916.75 279, 574, 267.55 12个月

10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1, 444, 358 1.26 278, 183, 350.80 1, 390, 916.75 279, 574, 267.55 12个月

11

苏州工业园区禾新

致远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1, 437, 136 1.25 276, 792, 393.60 1, 383, 961.97 278, 176, 355.57 12个月

12

嘉兴昌科北惠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58, 090 0.83 184, 528, 134.00 922, 640.67 185, 450, 774.67 12个月

13

中金公司百济神州

1 号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2, 069, 546 1.80 398, 594, 559.60 1, 992, 972.80 400, 587, 532.40 12个月

14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

2, 301, 106 2.00 443, 193, 015.60 - 443, 193, 015.60 24个月

15

北京高华盛泽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 301, 106 2.00 443, 193, 015.60 - 443, 193, 015.60 24个月

合计

34, 516,

578

30.00

6, 647, 892,

922.80

28, 807, 534.44

6, 676, 700,

457.24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 《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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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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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069，7069，3951

末“5”位数 09207，29207，49207，69207，89207

末“6”位数 389763

末“7”位数 2413241，4413241，6413241，8413241，041324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百济神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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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39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百济神州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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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76 号）、《承销指

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1〕213 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 号）的要

求，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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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25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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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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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联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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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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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18, 420 80.31% 48, 484, 331 86.00% 0.24020933%

B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3, 530 0.14% 84, 566 0.15% 0.23956374%

C类投资者 491, 220 19.55% 7, 808, 285 13.85% 0.15895698%

合计 2, 513, 170 100.00% 56, 377, 182 100.00% 0.2243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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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东

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

间为 2021 年 12 月 2 日 09:30:3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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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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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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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神州有限公司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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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5051668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

1807-1819 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6273335

3、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501 号 4901 至 4908

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61066228

4、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

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0262367

5、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8676888

发行人：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6 日

百济神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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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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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1〕3468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主承销商”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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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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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4,

469,376 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1,72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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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775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4.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34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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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67,101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1%；网上发行数量

为 9,823,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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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90,601

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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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0 元 / 股，嘉和美康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T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嘉和美康” A 股 9,823,

500 股。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嘉和美康（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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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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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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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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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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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

定。 网下限售摇号抽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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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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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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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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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79 ,112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46 ,357 ,155 ,0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

签率为 0 .02119090%。 配号总数为 92 ,714 ,310， 号码范围为 100,000,

000,000�–100,092,714,30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嘉和美康（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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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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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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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957,601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31%，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13,133,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69%。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83300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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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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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和美康（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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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6 日

嘉和美康（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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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梦天家居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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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天家居”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536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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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3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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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536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3,321.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214.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86元/股。 根据《梦天家居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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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

078.91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00%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53.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

982.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17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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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天家居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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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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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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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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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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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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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2021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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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梦天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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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0，9930，4617

末“5”位数 54781

末“6”位数 293593，493593，693593，893593，093593，293228，793228

末“7”位数 4667279，5917279，7167279，8417279，9667279，3417279，2167279，0917279

末“8”位数 47876323，72876323，97876323，22876323

末“9”位数 08861866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梦天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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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2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梦天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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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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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上交所” ）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2月2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3,10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5,04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1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6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

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3,08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5,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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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1,723,79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

单如下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价格（元/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万股）

1 任世国 任世国 16.86 800

2 杨正跃 杨正跃 16.86 800

3 文静 文静 16.86 800

4 包桢臻 包桢臻 16.86 800

5 陆利斌 陆利斌 16.86 800

6 吴志新 吴志新 16.86 800

7 沈雪庆 沈雪庆 16.86 800

8 陈根财 陈根财 16.86 800

9 沈冬良 沈冬良 16.86 800

10 吴根春 吴根春 16.86 800

11 张传裕 张传裕 16.86 800

12 熊劭春 熊劭春 16.86 800

13 黄妙玲 黄妙玲 16.86 800

14 沣京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沣京价值精选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6.86 800

15 深圳思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思为新动力私募投资基金 16.86 800

16 新疆天利石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天利石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86 8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梦天家居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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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

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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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89, 660 27.21% 3, 078, 435 55.61% 0.00965130%

B类投资者 2, 181, 240 18.61% 678, 911 12.26% 0.00311250%

C类投资者 6, 352, 890 54.19% 1, 778, 654 32.13% 0.00279976%

合计 11, 723, 790 100.00% 5, 536, 000 100.00% 0.00472202%

注：A、B、C类投资者申购量占比加总不为100%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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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利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8号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5120190、010-85127979

发行人：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45,

555,5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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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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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145,555,556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101,889,556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3,

666,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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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

于2021年12月7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12月7日（周二）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2021年11月9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