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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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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2年5月20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发出的《关于对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22〕第244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说明并对外披

露，同时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及财务顾问、律师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公司

于2022年6月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发出的《关于对鼎龙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275号），要求公司于2022年6月20日前报送《关注

函》的有关说明并对外披露。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对涉及的相关问

题进行逐项核查与回复。鉴于《关注函》中相关事项尚需进一步核查，公司分别于2022年5月

24日、2022年6月20日、2022年6月27日、2022年7月4日、2022年7月11日、2022年7月18日、2022年

7月25日申请对《关注函》延期回复。

截止目前，公司对《关注函》有关事项的回复内容已基本完成，但由于相关中介机构对相

关事项的核查程序尚未全部完成， 尚未出具相关专项核查意见。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对《关注函》延期至2022年8月8日前回复。延

期回复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回复工作，尽快就相关问题做出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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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新向香港联交所

递交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上市申请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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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进行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

市外资股（H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

联交所” ）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相关工作。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公司已于2022年8月1日向香港联交所重新递交了本次发

行上市的申请，并将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资料。

该申请资料为公司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 ）及香港

联交所的要求编制和刊发，为草拟版本，其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更新和变动。

鉴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 公司将不会在境内的信息披露媒体及监管机构

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该申请资料， 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披露的

本次发行上市以及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 现提供该申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

供查阅：

中文：https://www1.hkexnews.hk/app/appindex.html?lang=zh

英文：https://www1.hkexnews.hk/app/appindex.html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

出。 本公告以及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

购、购买或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构、监管

机构的核准和/或批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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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业期货”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100, 777, 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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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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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弘业期货” ，股票代

码为“001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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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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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为1.86元/股， 发行数量为10, 077.7778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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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544, 778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0, 233, 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 077, 278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0, 700, 5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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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373, 88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68, 095, 418.6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26, 61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07, 5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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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72, 64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 735, 123.4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 631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 613.66

放弃缴款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号（深

市）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

1 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宽投幸运星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47979 421 783.06

2 闫相宏 闫相宏 0141471763 421 783.06

3 卢柏强 卢柏强 0000035315 421 783.06

4 梁志雄 梁志雄 0111822827 421 783.06

5 王传华 王传华 0143698297 421 783.06

6 孙晶晶 孙晶晶 0107410925 421 783.06

7 王利娜 王利娜 0103079036 421 783.06

8 张海军 张海军 0275935271 421 783.06

9 冯伟 冯伟 0275939451 421 783.06

10 明刚 明刚 0238235020 421 783.06

11 明景谷 明景谷 0238183378 421 783.06

合计 4, 631 8, 6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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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31, 250股，包销金额为616, 125.00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33% 。

2022年8月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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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日

特别提示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德科立” ）

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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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

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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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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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

君安”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 2,432.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21.6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数量的 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

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97.28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4.00%，本次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4.32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641.62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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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10 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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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72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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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安排与初步询价公告》” ）以

及《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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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8.83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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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50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408.12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总量的 60.3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26.6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总量的 39.6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594922%。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8 月 2 日（T+2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2 年 8 月 2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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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2 日（T+2

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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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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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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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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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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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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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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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跟投机构为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除

此之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

详见 2022年 7月 28日（T-1日）公告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市

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南京）

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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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事项之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2022年 7月 27日（T-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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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1元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117,976.32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 10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本次发行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 4%， 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 证裕投资已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 97.28 万股，获配股数对应金额为 4719.052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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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月 4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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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证裕

投资

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

司跟投

97.28 4.00 47, 190, 528.00 -

47, 190,

528.00

24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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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科立首次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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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7，5727，7420

末“5”位数 56018，76018，96018，36018，16018

末“6”位数 820780，945780，695780，570780，445780，320780，195780，070780，961779

末“7”位数 1152953，3652953，6152953，8652953，2253093

末“8”位数 0022841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德科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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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德科

立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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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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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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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9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 披露的 26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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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申购总量为 3,191,78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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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45, 880 54.70% 9, 862, 052 70.04% 0.05648760%

B类投资者 18, 810 0.59% 82, 979 0.59% 0.04411707%

C类投资者 1, 427, 090 44.71% 4, 136, 169 29.37% 0.02898206%

合计 3, 191, 780 100.00% 14, 081, 200 1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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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2年 8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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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4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刊登的《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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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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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发行人：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月 2 日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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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中微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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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21 年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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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910 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微半导” ，扩位简称为“中微半导” ，股票代码为

“688380”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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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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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初步询价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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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6 元 /股，发行数量为 6, 30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

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94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15.00% ，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21.7292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87%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 323.2708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4, 607.2708 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 .14 % ；网上发行数量为

1, 071.00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86% 。

根据《中微半导体（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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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 1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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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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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85 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 039.4208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14%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 638.8500 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86%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3662809%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T+2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及华

泰中微半导芯成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微半

导员工资管计划” ）组成，各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中证投资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

1, 944, 264 3.09 59, 999, 987.04 - 59, 999, 987.04 24

中微半导员工资

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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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73, 028 6.78 131, 865, 644.08 659, 328.22 132, 524, 972.30 12

合计 6, 217, 292 9.87 191, 865, 631.12 659, 328.22 192, 524, 959.34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 290, 16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02, 714, 522.7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8, 33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 034, 587.2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0, 394, 20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 246, 565, 258.88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6, 232, 825.57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2 年 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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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摇号抽签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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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数 4

末“4”位数 1447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中微半导股票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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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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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限售摇号的共有 2, 763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

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277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

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84.2457 万股，

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0368% ， 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总量的 5.0058%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限售摇号中签结

果表” 。

三、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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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98, 334 股，包销金额为 3, 034, 587.24 元，包销股

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1732% ， 包销股份数

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1561% 。

2022 年 8 月 2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

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

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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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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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2383�5518、0755-2383�5519、0755-2383�5296

联系邮箱：project_zwbdecm@citics.com

发行人：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月 2 日

中微半导体（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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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科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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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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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板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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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4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盟科药业” ，扩位

简称为“盟科药业” ，股票代码为“688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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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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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基本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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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130,000,000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19.84%，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为655,210,084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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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汇至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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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000股，占发行总数量的4.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300,000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00,100,000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2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4,700,000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79%。

根据《上海盟科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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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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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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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即12,

480,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7,620,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70.21%，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7.4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7,180,

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79%，占本次发行总量28.6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436865%。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7月29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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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

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截至2022年7月22日（T-3日），中金财富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在2022年8月2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

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中金财富 5, 200, 000 42, 432, 000.00 - 42, 432, 000.00 24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6,899,556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01,100,376.96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80,44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288,423.04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87,620,0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14,979,20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0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3,574,896.30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8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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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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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数 2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盟科药业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

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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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2,148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215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6,112,341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6.98%，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90%。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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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总计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280,444股，包销金额为2,288,423.04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

数量的比例为0.2247%，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0.2157%。

2022年8月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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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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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68

发行人：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日

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科雅”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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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745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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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工大科雅” ， 股票代码为

“301197”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25.50元/股，发行数量为3,

013.5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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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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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

下简称“四个值” ）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50.67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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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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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154.70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8.8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根据

《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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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

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041.059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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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

倍，即602.7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52.00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61.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

5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88229395%，有效申购倍数为5,312.66651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7月29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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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6,85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70,689,751.5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8,14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992,7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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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95,760,0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

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555,970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3%，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

三、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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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78,147股，包销金额为1,992,748.5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0.26%。

2022年8月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

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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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凯恒中心B座10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传真：010-85130542

发行人：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