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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
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

务以及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证券”）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2 年 11 月
24 日起，华宝证券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
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华宝证券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A 类 007012 湘财长顺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7013

2 A 类 010810 湘财久盈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0811

3 A 类 008128 湘财长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8129

4 A 类 009169 湘财长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9170

5 A 类 009907 湘财长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9908

6 A 类 010076 湘财长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0077

7 A 类 011550 湘财创新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1551

8 A 类 013689 湘财久盛 39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3690

9 013623 湘财周期轮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A 类 016029 湘财成长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16030

投资人可按照华宝证券提供的方式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华宝证券的相关规定。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 370 号 2、3、4 层
法定代表人：刘加海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二、通过华宝证券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华宝证券提交申请，约定

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华宝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
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

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

同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华宝证券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代销机构为准，但不

低于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手续费）。华宝证券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
投资者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 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华宝证券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华宝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24 日起在华宝证券开通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

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华宝证券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及官网刊登的业务

规则。
四、费率优惠及期限
1、自 2022 年 11 月 24 日起，投资者通过华宝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定投申购业务，享

有的申购费费率优惠以华宝证券的规定为准。
2、自 2022 年 11 月 24 日起，投资者通过华宝证券办理上述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可参与转换

基金间的转换业务，享有的申购费补差费率优惠以华宝证券的规定为准。
3、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

最新业务公告。
五、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及相关活动的详情：
1、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2、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759
网址：www.xc-fund.com
六、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

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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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
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
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做出独立决策，选择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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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三未信安”）首次公开发行

1,91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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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1号文同意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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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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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914.00万股。其中初始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87.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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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430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1.2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72.669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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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5197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28%；网上发行数量为488.0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28.72%。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1,699.5697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2年11月23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三未
信安”A股488.05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申购、 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2年11月25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三未信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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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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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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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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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君安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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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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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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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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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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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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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5,560户，有效申购

数量为14,755,101,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3307670%� 。配号总数为29,510,203个，号
码范围为100,000,000,000一100,029,510,20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三未信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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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214.4303万股，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差额72.6697万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1,211.5197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488.05
万股。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02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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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万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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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5197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的61.2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58.0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38.72%。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45981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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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将于
2022年11月25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 5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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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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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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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
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 565.35
万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139.25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1, 426.10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13.64 元 /股。

根据《浙江炜冈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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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 , 737 .80548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356 .50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3, 208.85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90%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 0 .0290791447%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环节，并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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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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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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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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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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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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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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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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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 月 22 日（T 日）结束。 入围
的 2, 82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 665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经核查确认：

有 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参与网下申购，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天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0
2 上海今赫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今赫基业 1 号 400

3 杭州华软新动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软新动力中证 500 指数增强 1 号
组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00

4 张雷 张雷 400
5 朱霄萍 朱霄萍 400
6 刘焕宝 刘焕宝 400
7 陈作涛 陈作涛 400

剩余 2, 81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 658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
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4, 647, 82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
计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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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股数计算数量时精确到个股，剩余零股按不同配售类型分配给申
购数量最大的投资者；当申购数量相同时，剩余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最早
（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记录为准）的配售对象。 若由于获配零股导
致超出该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则超出部分顺序配售给下一位，直至零
股分配完毕。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
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
社保基金（A 类） 1, 504, 100 32.36% 1, 783, 926 50.04% 0.01186042%

年金、保险资金
（B 类） 743, 600 16.00% 568, 974 15.96% 0.00765161%

其他投资者
（C类） 2, 400, 120 51.64% 1, 212, 100 34.00% 0.00505016%

合计 4, 647, 820 100.00% 3, 565, 000 100.00% 0.00767026%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1, 773 股余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分别配售给同
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

账户以及张卫东，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浙
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之附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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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52523076、52523077、52523071、52523613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4 日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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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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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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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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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

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3 日
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主持了浙江炜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036，9036
末“5”位数： 33334，13334，53334，73334，93334，38474，13474，63474，88474
末“7”位数： 2402697，0402697，4402697，6402697，8402697，1388112，6388112

末“8”位数： 51586432，11586432，31586432，71586432，91586432，20663674，
45663674，70663674，9566367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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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77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4 日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3, 2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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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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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为 3, 20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不安排老股

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 920.00 万股，为本

次发行总量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280.00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

的 40%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T-1 日，星期五）14: 00-17: 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 s : //rs .p 5w .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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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 .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4 日

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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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莱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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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2〕1920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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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7,000,0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6.00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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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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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2021年修订）》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550,000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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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1,051,145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18%。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498,8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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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3,855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2.8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335,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27.18%。

根据《卡莱特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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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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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1.154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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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
（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190,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423,855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2.8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525,000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7.18%。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24239260%，
有效申购倍数为4,459.52239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1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
内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11月2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96.00
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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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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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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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
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
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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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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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
象在深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

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
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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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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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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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
份数量为1,051,145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6.18%，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498,855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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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发行
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
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中金卡莱特1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 051, 145 100, 909, 920.00 12个月

总计 1, 051, 145 100, 909, 920.00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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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

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
（深证上〔2020〕48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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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协发﹝202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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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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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2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239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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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申购数
量为1,853,290万股。

（二）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

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 201, 410 64.83% 5, 934, 962 70.45% 0.04939997%
B类投资者 1, 740 0.09% 8, 421 0.10% 0.04839655%
C类投资者 650, 140 35.08% 2, 480, 472 29.45% 0.03815289%

合计 1, 853, 290 100.00% 8, 423, 855 100.00% 0.04545352%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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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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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89620568
联系人：中金公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1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

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2022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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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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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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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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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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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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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卡莱特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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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T+1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卡莱特云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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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228，8228
末“5”位数 11306，61306
末“6”位数 496042，246042，746042，996042
末“7”位数 7848985，2848985
末“8”位数 58870484，40111798，19259023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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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30,863,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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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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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1,604,334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9,2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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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11月25日（周五）14:00—17: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宁波远洋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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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

月3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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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