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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发行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盖世食品”、“发行人”或“公

司”）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1 号〕）、《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

行）》（股转系统公告〔2020〕63号，以下简称“《精选层挂牌规则》”）、《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试行）》

（股转系统公告〔2020〕65号，以下简称“《管理细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试行）》（股转系统公告〔2020〕140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非上

市公众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在新三板精选层挂牌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20〕69号）（以下简称“《承销业务规范》”）《关于网下投资者参与全国股转

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相关业务规则适用的通知》（中证协发

〔2020〕34 号）（以下简称“《网下投资者通知》”）等相关规定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 

本次发行询价及网下、网上发行均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交易系统进行。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

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中止发行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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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向开通新三板精选层

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由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银河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战略配售在银河证券

处进行；初步询价及网下、网上发行通过全国股转公司交易系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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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市场情况、同行业公众公司估值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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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元/股。 

本次发行的价格未超过历史交易价格或历史发行价格的 1倍；也未超过网下

投资者有效报价剔除最高报价后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3、本公告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

申购时，其使用的证券账户应与询价时使用的证券账户相同。证券账户不同的，

申购无效，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为其询价中的有效拟申购

数量，否则该笔申购无效。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配售对象未及时足额参与申购或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

资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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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下投资者通知》，网下配售对象在参与向全国股

转系统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网下询价和申购业务中出现“提供有效报

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情形，证券业协会将其列入黑

名单六个月；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两次（含）以上，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十二

个月。网下配售对象被列入黑名单期间不得参与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创业

板首发股票及向全国股转系统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网下询价

及申购。 

已开通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交易权限的投资者可以参与网上申购。 

4、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T日）的 9:15-11:30，

13:00-15:00。网下申购与网上申购方式相同，投资者在申购时间内，按照发行价

格，通过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发行代码为“889089”。申购时需全额缴付申

购资金。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同一投资

者对同一只股票使用多个证券账户申购，或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申购多次的，

以第一笔申购为准。 

5、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上发行数量时，根据网上发行数量和有

效申购总量的比例计算各投资者获得配售股票的数量。其中不足 100 股的部分，

汇总后按时间优先原则向每个投资者依次配售 100股，直至无剩余股票。 

6、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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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申购。 

7、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8、战略配售：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200,750 股，占超额配售

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总量的 15.00%，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

总股数的 1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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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未向网下进行回拨。 

9、超额配售选择权： 发行人授予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超额配售

选择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按本次发行价格向投资者超额配售不超过初始

发行规模 15.00%（3,200,750 股）的股票，即向投资者配售总计初始发行规模 115%

（24,539,084 股）的股票，最终超额配售情况将在 2021 年 1 月 4 日（T+4 日）《发

行结果公告》中披露。超额配售股票将通过向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延期交付的

方式获得，并全部向网上投资者配售。银河证券为本次发行具体实施超额配售选

择权操作的授权主承销商。 

10、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

性投资，认真阅读 2020 年 12 月 25 日（T-1 日）披露在全国股转公司网站

（http://www.neeq.com.cn）上的《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投资风险特别公告》（以下简称“《投资风险

特别公告》”）。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1、本次发行价格 3.48 元/股，未超过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前六个月内最近 20

个有成交的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及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前一年内历次股票发行价

格的 1 倍，也未超过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有效报价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的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

性，理性做出投资。 

2、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7,425.74 万元，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8,539.6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以国家产业政策为

指导，根据自身战略规划，在经过充分市场调研和通过严格、详尽的可行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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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确定的。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难以把握、市场需求变化难以精确预测和公

司自身管理能力局限性等因素的制约，若募投项目不能按计划顺利实施、效益无

法达到预期或延迟体现，则影响募投项目的投资回报，进而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

绩造成不利影响。 

 

重要提示 

1、由银河证券保荐主承销的盖世食品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

在精选层挂牌的申请已经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20〕3342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银河证券。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盖世食品”，股票代码为“836826”，发

行代码“889089”，发行代码适用于本次发行的询价、网下及网上申购。按照《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农副食品加工业（C13），

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农副食品加工业中的蔬

菜加工（C1371）。 

2、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票 21,338,334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85,353,334 股，

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人授予银河

证券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 15%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

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24,539,084 股，发行后总股本扩大至 88,554,084 股，本次

发行数量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后总股数的 27.71%。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200,750 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

次发行数量的 15.00%，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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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0,882,584 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

使前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

使后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1.00%；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

配售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255,000 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

后，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455,750 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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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网下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发行超额配售股票后网上投资者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3、本次发行的询价工作已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T-3 日）完成。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48 元/股，

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7.7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2）7.2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3）10.28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未考虑超额配售选

择权时本次发行后总股数计算）； 

（4）9.6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未考虑超额配售选

择权时本次发行后总股数计算）； 

（5）10.66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假设全额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时本次发行后总股数计算）； 

（6）9.96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假设全额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时本次发行后总股数计算）。 

4、本公告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其使用的证

券账户应与询价时使用的证券账户相同。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

须为其询价中的有效拟申购数量。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以及

未及时足额缴付申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公告违约相关情况，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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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通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交易权限的投资者可以参与网上申购。每一个申

购单位为 100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100 股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不超过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含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的 5%，即 522,700 股。 

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不得参与本次网上发行和网下申购，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

参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5、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发行申购日同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T 日），

申购时间为 9:15-11:30，13:00-15:00，投资者通过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发行

代码为“889089”，同一投资者对同一只股票使用多个证券账户申购，或者使

用同一证券账户申购多次的，以第一笔申购为准。 

参与本次网下、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可以在网上申购日 2020 年 12 月 28 日

（T 日）前在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并根据自己的申购量存入足额的申购

资金，申购时需足额缴付申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6、本次发行网下、网上申购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T 日）15:00 同时截止。

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缴款情况决定是否

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

参见本公告中的“三、（三）回拨机制”。 

7、2020 年 12 月 28 日（T 日）日终，网上、网下投资者的申购资金予以冻

结，2020 年 12 月 31 日（T+3 日）投资者的申购资金予以解冻，冻结资金产生

的利息由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划入全国股转公司设立的风险基金。 

8、本次发行可能出现的中止情形详见“六、中止发行安排”。 

9、本公告仅对股票发行事宜扼要说明，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

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2020 年 12 月 18 日（T-6 日）登载于全国股转公

司网站（http://www.neeq.com.cn）的《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意向书》（以下简称“《公开发行意向书》”）全文，特别

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

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

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

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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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次发行股票的挂牌事宜将另行公告。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将在

全国股转公司网站（http://www.neeq.com.cn）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发行人/盖世食品/公司/本公司 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系统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结算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向不特定对象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 

网下发行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网上发行 网上向开通新三板精选层交易权限的投资者定价发行 

发行安排及询价公告 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发行安排及询价公告 

发行公告 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发行公告 

发行结果公告 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发行结果公告 

公开发行意向书 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意向书 

人民币普通股 用人民币标明面值且仅供符合规定的投资者以人民币进

行买卖之股票 

申购日（T日） 2020 年 12 月 28 日 

元 人民币元 

日 正常交易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战略配售在银河证券处进行，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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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网下、网上发行通过全国股转公司交易系统进行。 

投资者应当选择参与网下或网上发行，不得同时参与。 

（三）发行数量及发行结构 

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票 21,338,334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85,353,334 股，发行

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人授予银河证券

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 15%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

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24,539,084 股，发行后总股本扩大至 88,554,084 股，本次发行

数量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后总股数的 27.71%。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200,750 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

次发行数量的 15.00%，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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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0,882,584 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

使前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

使后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1.00%；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

配售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255,000 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

后，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455,750 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49.00%。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发行超额配售股票后网上投资者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四）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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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元/股。 

（五）申购时间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T 日），申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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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 9:15-11:30，13:00-15:00，投资者通过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同一投资者

对同一只股票使用多个证券账户申购，或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申购多次的，以

第一笔申购为准。 

（六）募集资金 

若本次发行成功，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预计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

7,425.74 万元，扣除约 1,121.56 万元（不含税）的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

额 6,304.18 万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预计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

8,539.6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279.18 万元（不含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7,260.42 元。 

（七）锁定期安排 

本次战略配售发行的股票锁定期为 6 个月，扣除战略配售后网上、网下发行

的股票无锁定安排。 

（八）承销方式及包销安排 

本次发行采取余额包销。在 2020 年 12 月 29 日（T+1 日），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根据实际申购和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将中止发行；

在网上发行（含超额配售选择权部分）未获足额申购的情况下，网上申购不足部

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认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已公

告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回拨后网上发行数量（含超额配售选择权部分）仍

认购不足的，认购不足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见 2021 年 1 月 4 日（T+4

日）披露的《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并在精选层挂牌发行结果公告》（以下简称“《发行结果公告》”）。 

（九）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6 日 

（2020 年 12 月 18 日） 

披露《发行安排及询价公告》《公开发行意向书》等相关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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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 

网下路演 

T-5 日 

（2020 年 12 月 21 日） 

周一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当日 12:00 前） 

12：00 前，拟参与询价的网下投资者应按照《网下投资者

通知》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且相关配

售对象已在证券业协会申请开通新三板网下询价权限，并

在全国股转系统开通精选层交易权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投资者提交材料进行核查 

网下路演 

T-4 日 

（2020 年 12 月 22 日） 

周二 

询价（询价时间为 9:15-11:30，13:00-15:00） 

T-3 日 

（2020 年 12 月 23 日） 

周三 

询价（询价时间为 9:15-11:30，13:00-15:00） 

询价截止日（截止时间为 15:00） 

战略配售投资者缴款（截止时间为 15:00） 

T-2 日 

（2020 年 12 月 24 日） 

周四 

披露《网上路演公告》 

确定发行价格、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有效申购数量 

确定战略配售数量 

T-1 日 

（2020 年 12 月 25 日） 

周五 

披露《发行公告》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 日 

（2020 年 12 月 28 日） 

周一 

发行申购缴款日（9:15-11:30，13:00-15:00） 

T+1 日 

（2020 年 12 月 29 日） 

周二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及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T+2 日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周三 

确定最终配售结果，根据配售结果解冻剩余资金 

确定包销金额 

T+3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周四 

投资者剩余资金退回 

T+4 日 

（2021 年 1 月 4 日） 

周一 

披露《发行结果公告》 

注：1、T 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2、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

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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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发行价格 

（一）初步询价情况 

1、总体申报情况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2020 年 12 月 22 日（T-4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T-3 日），询价时间为 9:15-11:30，13:00-15:00。截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

（T-3 日）15:00，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29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305 个

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报价信息，报价区间为 1.00 元/股-13.00 元/股，拟申购数量

总和为 43,835.74 万股，整体申购倍数为 40.28 倍（申购倍数按照回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 10,882,584 股计算，下同）。配售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请见本公告“附

表：网下投资者报价明细表”。 

2、投资者核查情况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共有 2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23 个配售对象

未按《发行安排及询价公告》的要求提交相关资格核查文件，0 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 0 个配售对象属于禁止配售范围。上述 2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23 个配售对

象的报价已被确定为无效报价予以剔除，具体请见“附表：网下投资者报价明细

表”中被标注为“其他原因剔除申报”的部分。 

剔除以上无效报价后，剩余 270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282 个配售对象全部符

合《发行安排及询价公告》规定的网下投资者的条件，报价区间为 3.21 元/股-9.56

元/股，拟申购数量总和为 41,184.25 万股，整体申购倍数为 37.84 倍。 

（二）剔除最高报价情况 

1、剔除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剔除上述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果，按照

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

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的按申报时间（申报时间以全国股转公司交易系统记录为

准）由晚到早、同一拟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同一申购时间上按全国股转公司

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配售对象从后到前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

的报价，剔除的拟申购量不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10%。当最高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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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10%。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及网上申购。 

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将按上述原则将报价高于 4.21

元/股（含 4.21 元/股）的询价申报予以剔除。以上总共剔除 49 个配售对象，对

应剔除的拟申购数量总和为 4,216.92 万股，占本次初步询价剔除无效报价后拟申

报数量总和 41,184.25 万股的 10.24%。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及网上申购。具体剔除情况请见“附表：网下投资者

报价明细表”中被标注为“高价剔除申报”的部分。 

2、剔除后的整体报价情况 

剔除无效报价和最高报价后，参与初步询价的投资者为 222 家，配售对象为

233 个，全部符合《发行安排及询价公告》规定的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本次

发行剔除无效报价和最高报价后剩余报价申购总量为 36,967.33 万股，整体申购

倍数为 33.97 倍。 

剔除无效报价和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详细报价情况，具体包括投资者名

称、配售对象信息、申购价格及对应的拟申购数量等资料请见“附表：网下投资

者报价明细表”。 

剔除无效报价和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剩余报价信息如下： 

类型 报价中位数（元/股） 报价加权平均数（元/股） 

网下全部投资者 3.58 3.53 

JJ（基金公司） - - 

BJ（证券公司） 3.80 3.76 

TJ（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实

业公司等） 
3.38 3.32 

XT（信托公司） 3.30 3.30 

GR（个人） 3.58 3.65 

（三）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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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元/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7.7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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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2）7.2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3）10.28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未考虑超额配售选

择权时本次发行后总股数计算）； 

（4）9.6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未考虑超额配售选

择权时本次发行后总股数计算）； 

（5）10.66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假设全额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时本次发行后总股数计算）； 

（6）9.96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假设全额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时本次发行后总股数计算）。 

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前六个月内最近 20 个有成交的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及本

次申请公开发行前一年内历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信息如下： 

 日期 价格（元/股） 

前 20 个交易日平均收盘 - 13.00 

历次发行价格 - 无 

本次发行价格 3.48 元/股，未超过剔除无效报价和最高报价后全部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与加权平均数；未超过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前六个月内最近 20 个

有成交的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及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前一年内历次股票发行价格

的 1 倍。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发行人挂牌时市值约为 2.97 亿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

使前），3.08 亿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发行人 2018 年、2019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976.31 万元、2,890.23 万元，均

不低于 1,500 万元；最近两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38.14%。满足在《公开

发行意向书》中明确选择的市值标准和财务指标进层标准，即《全国中小企业股



公告编号：2020-143 

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套指标：“（一）市值不低于 2 亿元，

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不低于 1,500 万元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 8%”。 

（四）有效报价的确认 

根据《发行安排及询价公告》中规定的有效报价确定方式，申购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格 3.48 元/股，符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事先确定并公告的条

件，且未被高价剔除的配售对象为本次发行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本次初步询价中，4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2 个配售对象的申购价格低于

3.48 元/股，对应的申购数量为 13,615.47 万股，为低于发行价剔除，具体剔除情

况请见“附表：网下投资者报价明细表”中被标注为“低价未入围申报”的部分。

因此，本次网下发行的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为 177 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 181

个，对应的有效申购数量总和为 23,351.86 万股，对应的有效申购倍数为 21.46

倍。 

成为有效报价对象的投资者必须参与申购。有效报价对象应按其可申购数

量参与申购，有效报价对象名单及可申购数量请见本公告“附表：全部网下投

资者报价信息统计表”。 

 

三、发行具体安排 

（一）网下申购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T 日）的 9:15-11:30，

13:00-15:00。《发行公告》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在前述时间内通过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使用的证券账户应与询价时使用的证

券账户相同。证券账户不同的，则申购无效。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

数量须为其询价中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否则该笔申购无效。发行代码为

“889089”。 

网下申购期间，网下配售对象在全国股转公司交易系统参与申购，应使用一

个证券账户申购一次。同一投资者对同一只股票使用多个证券账户申购，或者使

用同一证券账户申购多次的，以第一笔申购为准。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T-1 日日

终为准。投资者申购申报经全国股转系统交易主机确认后生效，一经确认不得撤

销。网下投资者在申购前，应将申购资金足额存入其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资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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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配售对象未及时足额参与申购或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

资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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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下投资者通知》，网下配售对象在参与向全国股

转系统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网下询价和申购业务中出现“提供有效报

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情形，证券业协会将其列入黑名

单六个月；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两次（含）以上，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十二个

月。网下配售对象被列入黑名单期间不得参与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创业板首

发股票及向全国股转系统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

购。 

（二）网上申购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T 日）的 9:15-11:30、

13:00-15:00，发行代码为“889089”，已经开通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交易权限的投

资者在前述时间内通过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其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100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100 股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不超

过网上初始发行数量（含超额配售选择权）的 5%，即 522,700 股。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

购。投资者参与申购，应使用一个证券账户申购一次。同一投资者对同一只股票

使用多个证券账户申购，或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申购多次的，以第一笔申购为准。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2020 年 12 月 25 日（T-1 日）日终为准。投资者申购申报经

全国股转系统交易主机确认后生效，一经确认不得撤销。 

网上投资者因申购资金不足导致申购无效的，六个月内不得参与全国股转系

统股票公开发行网上申购。 

（三）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T 日）15:00 同时截止。申购

及缴款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决定是否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

资者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网上有效申购数量/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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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如

最终战配数量等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将不做回拨。 

2、在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

数超过 15 倍，不超过 50 倍的，应当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5%；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50 倍的，

回拨比例为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10%；如果网上投资者

有效申购倍数低于 15 倍（含），则不进行回拨。本款所指的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

按照超额配售前、扣除战略配售股票数量后的网下、网上发行总量。   

3、在网上发行（含超额配售选择权部分）未获足额申购的情况下，网上申

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认购，主承销商按照已公告的

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回拨后网上发行数量（含超额配售选择权部分）仍不足

的，认购不足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4、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将中止

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

具体情况将在 2021 年 1 月 4 日（T+4 日）披露的《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 

（四）网上配售规则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上发行数量（含超额配售选择权部分）时，

根据网上发行数量（含超额配售选择权部分）和有效申购总量的比例计算各投资

者获得配售股票的数量。其中不足 100 股的部分，汇总后按时间优先原则向每个

投资者依次配售 100 股，直至无剩余股票。 

（五）网下配售原则及方式 

1、网下配售原则 

本次发行对网下投资者进行分类配售，同类投资者获得配售的比例应当相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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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的配售比例不低于其他投

资者。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及参与申购



公告编号：2020-143 

投资者的有效申购结果，按照如下原则确定网下配售结果：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按规定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

对象进行分类，同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相同，投资者的分类标准为： 

①A 类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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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为 A 类

投资者，其配售比例为 RA。 

②B 类投资者：所有不属于 A 类的网下投资者为 B 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

为 RB。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有效申购情况按照以下原则确定各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其中： 

①先安排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一定比例的股票向 A 类配售对

象配售；向 A 类配售对象配售后剩余的部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向 B

类配售对象配售。 

②如果 A 类的有效申购量不足安排数量的，则其有效申购将获得全额配

售，剩余部分向 B 类配售对象进行配售，A 类配售对象获配总量可低于预设比

例。 

③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上标准得出各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和配

售股数。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1 股，产生

的零股分配给 A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A 类

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 B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当申购

数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以全国股转公司交易系统显示的申报

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2、网下配售方式及配售结果的披露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上述分类配售原则进行自主配售。 

2021 年 1 月 4 日（T+4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发行结

果公告》中详细披露网下配售结果，包括：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名称、申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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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数量及配售数量等，还将说明具体的配售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事先公布的配

售原则等。《发行结果公告》一经披露，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送

达获配通知。 

（六）投资者缴款安排及资金不足处理规则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在申购前应将申购资金足额存入其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资

金账户。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能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送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可以在网上申购日 2020 年 12 月 28 日（T 日）

前在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并根据自己的申购量存入足额的申购资金。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2020 年 12 月 28 日（T 日）日终，网上、网下投资者的申购资金予以冻结，

2020 年 12 月 31 日（T+3 日）投资者的申购资金予以解冻，冻结资金产生的利

息由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划入全国股转公司设立的风险基金。 

（七）投资者退款 

网上与网下投资者冻结资金大于实际获配金额的部分，将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T+3 日）退回。 

 

四、战略配售安排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

确定，共 3 名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拟认购金额 

（万元） 
限售期安排 

1 扬州疌泉农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000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精选

层挂牌之日起 6 个月 

2 
青岛晨融叁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500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精选

层挂牌之日起 6 个月 

3 
珠海时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00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精选

层挂牌之日起 6 个月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T-3 日）15:00 前，向保荐机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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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商）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0 年 12

月 25 日（T-1）日公告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战略配售资格核

查之专项核查报告》。依据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

3.48 元/股，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200,750 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

前本次发行总量的 15.00%，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13.04%。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在 2021 年 1 月 4 日（T+4 日）之前，依据原路径无息退回。 

2021 年 1 月 4 日（T+4 日）公布的《发行结果公告》将披露最终获配的战

略投资者名称、股票数量以及限售期安排等。 

 

 

五、超额配售选择权安排 

发行人授予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超额配售选择权，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按本次发行价格向投资者超额配售初始发行规模 15%（3,200,750 股）

的股票，即向投资者配售总计初始发行规模 115%（24,539,084 股）的股票，最

终超额配售情况将在 2021 年 1 月 4 日（T+4 日）披露的《发行结果公告》中披

露。超额配售股票将通过向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延期交付的方式获得，并全部

向网上投资者配售。 

有关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时间表如下：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T-6 日 2020 年 12 月 18 日（周五） 

披露《公开发行意向书》和《发行安排及

询价公告》，披露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

行股票的数量上限和超额配售选择权实

施方案 

T-2 日 2020 年 12 月 24 日（周四） 确定发行价格 

T-1 日 2020 年 12 月 25 日（周五） 
披露《发行公告》，披露全额行使超额配

售选择权拟发行股票的具体数量 

T+4 日 2021 年 1 月 4 日（周一） 
披露《发行结果公告》，披露最终超额配

售情况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届满或者累计购回

股票数量达到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
披露《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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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数量限额的 2 个工作日内 

自公司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公司股票的市场交易价格

低于发行价格的，银河证券将及时用超额配售所获资金从二级市场买入发行人股

票，但该措施并不能保证防止股价下跌。银河证券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的股票不

得卖出。银河证券在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届满或者累计购回股票数量达到采用

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限额的 5 个工作日内，将超额配售选择权专用账户

上所有股份向同意递延交付股票的战略投资者交付。银河证券在发行人股票在精

选层挂牌后 30 个自然日之后或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后，将不再采取上述措施支

持股价。 

银河证券未购买公司股票或者购买公司股票数量未达到全额行使超额配售

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的，可以要求公司按照发行价格增发股票。银河证券以竞价

交易方式购买的发行人股票与要求发行人增发的股票之和，不得超过《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拟发行股票数量。 

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超额发行的股数＝发行时超额配售股数－使用超额

配售股票所获得的资金从二级市场净买入的股数。具体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包括

以下三种情况：  

1、超额配售选择权不行使。获授权主承销商从二级市场净买入的股票数量

与超额配售股数相同。 

2、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超额配售股数为本次发行初始发行规模的

15%，且获授权主承销商从二级市场净买入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零，并要求发

行人超额发行本次发行初始发行规模 15%的股票。 

3、超额配售选择权部分行使。超额配售股数为本次发行初始发行规模的

15%，且获授权主承销商从二级市场净买入的股票数量小于超额配售股数，因此

要求发行人超额发行的股票数量小于本次发行初始发行规模的 15%。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届满或者累计购回股票数量达到采用超额配售选择

权发行股票数量限额的日期、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而发行的新股数量、发行人

本次筹资总金额等情况将在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届满或者累计购回股票数量

达到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限额的 2 个工作日内进行公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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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止发行安排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 

（1）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低于网下初始发行量； 

（2）预计发行后无法满足其在招股文件中选择的股票在精选层挂牌标准； 

（3）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4）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二条、《管理细则》第六

十二条，发行承销涉嫌违法违规或存在异常情形的，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

可以要求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5）全国股转公司认定的其他情形。 

出现上述情况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的原

因、后续安排等事宜。涉及投资者资金缴付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助发

行人将投资者的申购资金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投资者。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全国股转公司备案，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发行。 

 

七、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网上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印花税等费用。 

 

八、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盖泉泓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长城街道畅达路 320 号 

联系电话：0411-86277777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6568353；010-6656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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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20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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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关键要素信息表 
公司全称 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盖世食品 

证券代码 836826 

发行代码 889089 

所属行业名称（挂牌公司管理型） 农副食品加工业-蔬菜加工 

所属行业代码（挂牌公司管理型） C1371 

定价方式 询价 

申购日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拟发行数量（万股） 2,133.8334 

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25% 

是否采用战略配售 是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万股） 0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万股） 1,088.2584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 51.00%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发行数量（万股） 1,045.5750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发行比例（%） 49.00% 

网上每笔申购数量上限（万股） 52.27 

是否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是 

超额配售选择权股数（万股） 320.0750 

发行价格（元/股） 3.48 

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报价中位数（元/

股） 

3.58 

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报价加权平均数

（元/股） 

3.53 

发行市盈率（每股收益按照上年度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计算） 

7.71 

发行市盈率（每股收益按照上年度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计算） 

7.20 

发行市盈率（每股收益按照上年度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10.28 

发行市盈率（每股收益按照上年度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9.60 

拟募集资金（万元） 12,000 

按本次发行价格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总 7,4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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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万元） 

发行费用（万元） 1,121.56 

按本次发行价格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净

额（万元） 

6,304.18 

注： 

1、 本表中“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战略投资者获配的非延期交付股票数量； 

2、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发行数量=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725.50 万股+超额配售股份数量

320.0750 万股= 1,045.5750 万股； 

3、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发行总量=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发行数量 1,045.5750 万股+战

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 1,088.2584 万股=2,133.8334 万股； 

4、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 1,088.2584 万股/战略配售

回拨后网上网下发行总量 2,133.8334 万股= 51.00%； 

5、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发行比例=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发行数量 1,045.5750 万股/战略配售

回拨后网上网下发行总量 2,133.8334 万股=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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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网下投资者报价明细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名

称 

拟申购价格

（元） 

拟申购数量

（万股） 
备注 

1 高化忠 高化忠 4.20 3.00 有效询价申报 

2 上海盈慧投

资有限公司 

盈慧赢时进

取 1号私募

基金 

4.20 4.90 有效询价申报 

3 杨秀静 杨秀静 4.18 4.00 有效询价申报 

4 林德兴 林德兴 4.18 50.00 有效询价申报 

5 姜霞 姜霞 4.10 7.00 有效询价申报 

6 司继雨 司继雨 4.08 5.00 有效询价申报 

7 李月斋 李月斋 4.05 205.00 有效询价申报 

8 王秀英 王秀英 4.04 126.00 有效询价申报 

9 张泰然 张泰然 4.03 11.00 有效询价申报 

10 刘树春 刘树春 4.03 51.00 有效询价申报 

11 刘金彩 刘金彩 4.02 34.10 有效询价申报 

12 韩金娥 韩金娥 4.01 52.30 有效询价申报 

13 顾磊 顾磊 4.01 90.00 有效询价申报 

14 叶有旭 叶有旭 4.00 23.00 有效询价申报 

15 单成俊 单成俊 4.00 30.00 有效询价申报 

16 陈白燕 陈白燕 4.00 50.00 有效询价申报 

17 陈波 陈波 4.00 55.00 有效询价申报 

18 诸秀英 诸秀英 4.00 1,088.25 有效询价申报 

19 张激 张激 3.98 20.00 有效询价申报 

20 何天红 何天红 3.98 20.00 有效询价申报 

21 杨黎波 杨黎波 3.98 25.00 有效询价申报 

22 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自营账

户 

3.96 200.00 有效询价申报 

23 王树亮 王树亮 3.91 200.00 有效询价申报 

24 严正岗 严正岗 3.90 41.44 有效询价申报 

25 俞熹 俞熹 3.90 250.00 有效询价申报 

26 郑卫强 郑卫强 3.88 2.00 有效询价申报 

27 王海涛 王海涛 3.88 10.00 有效询价申报 

28 杨火其 杨火其 3.88 11.00 有效询价申报 

29 杨宗杰 杨宗杰 3.88 30.00 有效询价申报 

30 黄世晅 黄世晅 3.88 35.00 有效询价申报 

31 陆海军 陆海军 3.88 38.80 有效询价申报 

32 吴玮琪 吴玮琪 3.88 41.70 有效询价申报 

33 刘辉 刘辉 3.88 88.00 有效询价申报 

34 钱亦伟 钱亦伟 3.88 110.00 有效询价申报 

35 李仁德 李仁德 3.88 468.00 有效询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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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毛瓯越 毛瓯越 3.88 490.00 有效询价申报 

37 王灿 王灿 3.86 36.00 有效询价申报 

38 田学芝 田学芝 3.86 200.00 有效询价申报 

39 胡菲 胡菲 3.85 62.30 有效询价申报 

40 万刚 万刚 3.85 120.00 有效询价申报 

41 李岩 李岩 3.85 259.74 有效询价申报 

42 王成文 王成文 3.84 35.00 有效询价申报 

43 陈晓征 陈晓征 3.80 20.00 有效询价申报 

44 庞世森 庞世森 3.80 20.00 有效询价申报 

45 盛强 盛强 3.80 40.00 有效询价申报 

46 黄云乐 黄云乐 3.80 80.00 有效询价申报 

47 国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3.80 108.00 有效询价申报 

48 深圳市东源

嘉盈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东源嘉盈成

长 2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3.80 160.00 有效询价申报 

49 杨大浪 杨大浪 3.80 250.00 有效询价申报 

50 印凯 印凯 3.80 330.00 有效询价申报 

51 赵保林 赵保林 3.78 3.00 有效询价申报 

52 李金凤 李金凤 3.77 49.00 有效询价申报 

53 徐显波 徐显波 3.76 5.00 有效询价申报 

54 翁祖兆 翁祖兆 3.76 151.00 有效询价申报 

55 时斌 时斌 3.75 60.00 有效询价申报 

56 韩妮娜 韩妮娜自有

资金投资账

户 

3.75 400.00 有效询价申报 

57 周根泉 周根泉 3.73 220.00 有效询价申报 

58 俞丰 俞丰 3.71 300.00 有效询价申报 

59 孙丽 孙丽 3.70 6.00 有效询价申报 

60 金康定 金康定 3.70 30.00 有效询价申报 

61 刘家勇 刘家勇 3.70 35.00 有效询价申报 

62 齐勇 齐勇 3.70 40.00 有效询价申报 

63 胡云芳 胡云芳 3.70 64.80 有效询价申报 

64 宋世明 宋世明 3.70 120.00 有效询价申报 

65 黄美凤 黄美凤 3.70 202.00 有效询价申报 

66 叶球 叶球 3.70 600.00 有效询价申报 

67 林建辉 林建辉 3.69 2.00 有效询价申报 

68 沈曙 沈曙 3.69 10.00 有效询价申报 

69 叶浩然 叶浩然 3.69 25.00 有效询价申报 

70 盛日新 盛日新 3.69 30.00 有效询价申报 

71 李赞 李赞 3.69 81.80 有效询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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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邱静 邱静 3.69 100.00 有效询价申报 

73 刘坤辉 刘坤辉 3.69 250.00 有效询价申报 

74 严间桑 严间桑 3.69 505.00 有效询价申报 

75 陈涵 陈涵 3.68 10.00 有效询价申报 

76 杭丽 杭丽 3.68 10.00 有效询价申报 

77 王金凡 王金凡 3.68 20.00 有效询价申报 

78 章渊 章渊 3.68 39.00 有效询价申报 

79 叶钢熔 叶钢熔 3.68 100.00 有效询价申报 

80 周天舒 周天舒 3.68 100.00 有效询价申报 

81 陈琼芳 陈琼芳 3.68 100.00 有效询价申报 

82 宋扬 宋扬 3.68 111.00 有效询价申报 

83 陆传勋 陆传勋 3.68 298.00 有效询价申报 

84 冯耀成 冯耀成 3.66 82.00 有效询价申报 

85 倪巧明 倪巧明 3.66 320.00 有效询价申报 

86 郑承莹 郑承莹 3.66 370.00 有效询价申报 

87 缪士奇 缪士奇 3.66 399.68 有效询价申报 

88 郑全兴 郑全兴 3.66 450.00 有效询价申报 

89 黄成钢 黄成钢 3.65 22.00 有效询价申报 

90 南京西格玛

医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西格玛

医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3.65 1,088.25 有效询价申报 

91 陈愉 陈愉 3.63 8.00 有效询价申报 

92 韩炜玮 韩炜玮 3.62 70.00 有效询价申报 

93 陈文辉 陈文辉 3.61 70.00 有效询价申报 

94 胡浩 胡浩 3.60 3.00 有效询价申报 

95 陈小程 陈小程 3.60 4.00 有效询价申报 

96 杨武 杨武 3.60 30.00 有效询价申报 

97 陈志国 陈志国 3.60 30.00 有效询价申报 

98 林丹妮 林丹妮 3.60 55.00 有效询价申报 

99 黄敬权 黄敬权 3.60 99.00 有效询价申报 

100 王辉 王辉 3.60 100.00 有效询价申报 

101 丁晓方 丁晓方 3.60 125.00 有效询价申报 

102 林燕萍 林燕萍 3.60 200.00 有效询价申报 

103 邵雄 邵雄 3.60 200.00 有效询价申报 

104 吴坤善 吴坤善 3.60 300.00 有效询价申报 

105 沈南萍 沈南萍 3.59 220.00 有效询价申报 

106 金达峰 金达峰 3.58 3.00 有效询价申报 

107 蔡亚双 蔡亚双 3.58 10.00 有效询价申报 

108 朱田科 朱田科 3.58 12.00 有效询价申报 

109 顾文炯 顾文炯 3.58 12.00 有效询价申报 

110 冯凯英 冯凯英 3.58 15.00 有效询价申报 

111 于奕舟 于奕舟 3.58 20.00 有效询价申报 

112 郝兆令 郝兆令 3.58 28.00 有效询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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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张宇烽 张宇烽 3.58 30.00 有效询价申报 

114 刘艳玉 刘艳玉 3.58 42.00 有效询价申报 

115 高静 高静 3.58 60.00 有效询价申报 

116 武亚峰 武亚峰 3.58 78.00 有效询价申报 

117 张剑 张剑 3.58 100.00 有效询价申报 

118 钟锋 钟锋 3.58 110.00 有效询价申报 

119 黄迪平 黄迪平 3.58 125.00 有效询价申报 

120 张宇静 张宇静 3.58 150.00 有效询价申报 

121 何树红 何树红 3.58 186.00 有效询价申报 

122 余佳人 余佳人 3.58 220.00 有效询价申报 

123 叶丽容 叶丽容 3.58 255.00 有效询价申报 

124 郑俊杰 郑俊杰 3.58 300.00 有效询价申报 

125 蔡美芬 蔡美芬 3.58 300.00 有效询价申报 

126 汪海波 汪海波 3.58 374.00 有效询价申报 

127 张策 张策 3.58 390.00 有效询价申报 

128 沈晓华 沈晓华 3.57 40.00 有效询价申报 

129 张慧 张慧 3.57 145.00 有效询价申报 

130 汪保鸿 汪保鸿 3.56 30.00 有效询价申报 

131 孟文香 孟文香 3.56 150.00 有效询价申报 

132 徐明其 徐明其 3.56 155.00 有效询价申报 

133 林芳莉 林芳莉 3.54 200.00 有效询价申报 

134 肖文翔 肖文翔 3.53 2.80 有效询价申报 

135 陆祎 陆祎 3.53 8.60 有效询价申报 

136 孙建刚 孙建刚 3.53 10.00 有效询价申报 

137 顾心磊 顾心磊 3.53 30.00 有效询价申报 

138 罗云魁 罗云魁 3.53 60.00 有效询价申报 

139 高志宏 高志宏 3.53 106.00 有效询价申报 

140 唐超 唐超 3.52 10.00 有效询价申报 

141 赵彩华 赵彩华 3.52 760.00 有效询价申报 

142 朱文永 朱文永 3.51 3.10 有效询价申报 

143 深圳海之源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海之源复利

特 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3.51 50.00 有效询价申报 

144 成汝翠 成汝翠 3.51 50.00 有效询价申报 

145 周树高 周树高 3.51 86.00 有效询价申报 

146 丁丹京 丁丹京 3.51 90.00 有效询价申报 

147 深圳海之源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海之源稳健

增益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51 100.00 有效询价申报 

148 深圳海之源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海之源价值

6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51 100.00 有效询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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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张永康 张永康 3.51 115.80 有效询价申报 

150 龚超 龚超 3.51 200.00 有效询价申报 

151 陆麒 陆麒 3.51 258.00 有效询价申报 

152 李映辉 李映辉 3.51 355.00 有效询价申报 

153 上海新农村

建设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农村

建设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3.51 950.00 有效询价申报 

154 庞剑锋 庞剑锋 3.50 2.00 有效询价申报 

155 肖长林 肖长林 3.50 5.00 有效询价申报 

156 丁迎东 丁迎东 3.50 5.00 有效询价申报 

157 董击舟 董击舟 3.50 8.00 有效询价申报 

158 魏瑞康 魏瑞康 3.50 20.00 有效询价申报 

159 汪德志 汪德志 3.50 24.00 有效询价申报 

160 李天虹 李天虹 3.50 28.00 有效询价申报 

161 陈勤 陈勤 3.50 30.00 有效询价申报 

162 石林根 石林根 3.50 30.00 有效询价申报 

163 郑宗球 郑宗球 3.50 30.00 有效询价申报 

164 陈丽萍 陈丽萍 3.50 50.00 有效询价申报 

165 常丽华 常丽华 3.50 50.00 有效询价申报 

166 张元凯 张元凯 3.50 50.00 有效询价申报 

167 刘海蓉 刘海蓉 3.50 57.00 有效询价申报 

168 朱建国 朱建国 3.50 90.00 有效询价申报 

169 徐国华 徐国华 3.50 111.50 有效询价申报 

170 韩京民 韩京民 3.50 120.00 有效询价申报 

171 南京盛泉恒

元投资有限

公司 

盛泉恒元定

增套利 26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3.50 143.00 有效询价申报 

172 南京盛泉恒

元投资有限

公司 

盛泉恒元量

化套利 27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3.50 143.00 有效询价申报 

173 南京盛泉恒

元投资有限

公司 

盛泉恒元多

策略市场中

性 3号基金 

3.50 143.00 有效询价申报 

174 余薇 余薇 3.50 186.00 有效询价申报 

175 刘妮 刘妮 3.50 226.00 有效询价申报 

176 朱雅娟 朱雅娟 3.50 300.00 有效询价申报 

177 吴恩 吴恩 3.50 300.00 有效询价申报 

178 黎明捷 黎明捷 3.49 80.00 有效询价申报 

179 廖仁玲 廖仁玲 3.48 20.00 有效询价申报 

180 王旻皓 王旻皓 3.48 20.00 有效询价申报 

181 陈升 陈升 3.48 180.00 有效询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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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王美洁 王美洁 13.00 8.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83 郑勇 郑勇 5.00 2.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84 郭成庚 郭成庚 4.82 2.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85 沈建军 沈建军 4.29 17.4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86 罗显彩 罗显彩 3.88 20.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87 杨国成 杨国成 3.61 20.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88 王茜 王茜 3.55 20.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89 汤来晓 汤来晓 3.50 30.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90 崔东旭 崔东旭 3.40 3.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91 蒋铮 蒋铮 3.35 2.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92 林舜水 林舜水 3.33 3.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93 周立 周立 3.30 2.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94 李丽娟 李丽娟 3.30 12.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95 叶炯 叶炯 3.30 200.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96 贺聪才 贺聪才 3.30 1,000.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97 徐正秋 徐正秋 3.28 5.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98 龚兵 龚兵 3.25 50.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199 苏恒昌 苏恒昌 3.21 5.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200 吴建新 吴建新 3.21 5.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201 赵景伟 赵景伟 3.21 8.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202 张志敏 张志敏 3.21 48.84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203 王振宇 王振宇 3.21 1,088.25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204 肖东 肖东 1.00 100.00 其他原因剔除申报 

205 方云祥 方云祥 9.56 52.27 高价剔除申报 

206 郭坚岭 郭坚岭 9.50 10.00 高价剔除申报 

207 尹俊 尹俊 9.39 5.80 高价剔除申报 

208 王慧智 王慧智 9.31 2.00 高价剔除申报 

209 司留启 司留启 9.26 53.90 高价剔除申报 

210 许少梅 许少梅 9.26 53.90 高价剔除申报 

211 赵冬梅 赵冬梅 9.26 53.90 高价剔除申报 

212 东营奥远工

贸有限责任

公司 

东营奥远工

贸有限责任

公司 

9.26 430.00 高价剔除申报 

213 杨秀风 杨秀风 9.25 10.80 高价剔除申报 

214 李京燕 李京燕 9.25 118.00 高价剔除申报 

215 朱军 朱军 8.88 5.00 高价剔除申报 

216 柯强 柯强 7.80 8.00 高价剔除申报 

217 山东融升私

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融升稳健 1

号私募投资

基金 

7.00 10.00 高价剔除申报 

218 山东融升私

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山东融升私

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7.00 20.00 高价剔除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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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升三号私

募投资基金 

219 莫介飞 莫介飞 7.00 40.00 高价剔除申报 

220 祝侃 祝侃 6.87 2.00 高价剔除申报 

221 唐子逸 唐子逸 6.30 3.00 高价剔除申报 

222 全薪桥 全薪桥 6.28 20.00 高价剔除申报 

223 马晓晴 马晓晴 6.18 32.00 高价剔除申报 

224 左彦升 左彦升 6.18 131.00 高价剔除申报 

225 陈军 陈军 5.93 25.00 高价剔除申报 

226 丁志辉 丁志辉 5.88 20.00 高价剔除申报 

227 罗瑞康 罗瑞康 5.78 50.00 高价剔除申报 

228 罗信文 罗信文 5.68 40.00 高价剔除申报 

229 焦洁 焦洁 5.66 7.00 高价剔除申报 

230 戴晔 戴晔 5.63 10.00 高价剔除申报 

231 徐丽君 徐丽君 5.62 2.10 高价剔除申报 

232 刘伟 刘伟 5.60 5.00 高价剔除申报 

233 南方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

公司 

南方创新精

选一年定期

开放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5.54 300.00 高价剔除申报 

234 钱炜程 钱炜程 5.00 180.00 高价剔除申报 

235 余庆 余庆自有资

金投资账户 

4.99 50.00 高价剔除申报 

236 徐菊敏 徐菊敏 4.98 10.00 高价剔除申报 

237 齐峰 齐峰 4.90 30.00 高价剔除申报 

238 杨鄂 杨鄂 4.90 100.00 高价剔除申报 

239 黄劲平 黄劲平 4.90 400.00 高价剔除申报 

240 方剑刚 方剑刚 4.89 10.00 高价剔除申报 

241 杜加明 杜加明 4.89 66.00 高价剔除申报 

242 方正 方正 4.88 26.00 高价剔除申报 

243 戴意深 戴意深 4.81 32.00 高价剔除申报 

244 张源 张源 4.70 252.00 高价剔除申报 

245 张建春 张建春 4.68 1,088.25 高价剔除申报 

246 杨冀 杨冀 4.60 50.00 高价剔除申报 

247 钟信 钟信 4.60 90.00 高价剔除申报 

248 王炯 王炯 4.50 45.00 高价剔除申报 

249 祝崇隽 祝崇隽 4.48 15.00 高价剔除申报 

250 周玉兰 周玉兰 4.44 20.00 高价剔除申报 

251 柏会民 柏会民 4.28 4.00 高价剔除申报 

252 杨靖悦 杨靖悦 4.22 93.00 高价剔除申报 

253 娄忠亮 娄忠亮 4.21 135.00 高价剔除申报 

254 林云 林云 3.45 112.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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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陶晓云 陶晓云 3.45 118.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56 洪亚婷 洪亚婷 3.44 2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57 漆小如 漆小如 3.42 5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58 韩杨 韩杨 3.42 5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59 黄国滨 黄国滨 3.41 1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60 马海鹏 马海鹏 3.41 26.6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61 喻珑 喻珑 3.41 165.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62 袁华明 袁华明 3.40 4.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63 张世汪 张世汪 3.40 5.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64 林奔 林奔 3.40 9.24 低价未入围申报 

265 刘伟钧 刘伟钧 3.40 15.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66 王江 王江 3.40 75.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67 刘希 刘希 3.40 78.9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68 东方财富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东方财富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自营投

资账户 

3.40 12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69 方雨丰 方雨丰 3.40 218.88 低价未入围申报 

270 周晓瑜 周晓瑜 3.39 12.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71 陆丰华 陆丰华 3.39 32.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72 罗茂权 罗茂权 3.39 35.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73 黄卫东 黄卫东 3.38 10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74 邱理初 邱理初 3.38 318.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75 屠雷钧 屠雷钧 3.37 188.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76 李胜龙 李胜龙 3.35 23.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77 余伟 余伟 3.35 3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78 邱庆荣 邱庆荣 3.35 5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79 胡蓉 胡蓉 3.30 1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80 熊礼文 熊礼文 3.30 1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81 黄仕康 黄仕康 3.30 1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82 陈江华 陈江华 3.30 17.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83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自

有资金) 

3.30 2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84 毕永生 毕永生 3.30 3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85 陈杰 陈杰 3.30 3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86 郭保义 郭保义 3.30 10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87 上海鼎锋弘

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嘉信华

诚 2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3.26 1,073.6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88 上海鼎锋弘 上海鼎锋弘 3.26 1,088.25 低价未入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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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南华青

石 8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289 上海鼎锋弘

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康华朴

泰 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3.26 1,088.25 低价未入围申报 

290 上海鼎锋弘

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南华青

石 9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3.26 1,088.25 低价未入围申报 

291 周潮义 周潮义 3.25 17.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92 王晓星 王晓星 3.25 45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93 河南伊洛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华中 8号伊

洛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25 1,067.6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94 河南伊洛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华中 7号伊

洛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25 1,076.90 低价未入围申报 

295 河南伊洛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华中 9号伊

洛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25 1,088.25 低价未入围申报 

296 河南伊洛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华中 11号伊

洛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25 1,088.25 低价未入围申报 

297 武汉昭融汇

利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

司 

昭融长丰 7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25 1,088.25 低价未入围申报 

298 武汉昭融汇

利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

司 

昭融长丰 6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25 1,088.25 低价未入围申报 

299 沈祥华 沈祥华 3.23 20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300 马秀梅 马秀梅 3.22 2.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301 张诗榜 张诗榜 3.21 2.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302 施志强 施志强 3.21 2.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303 邬聪尧 邬聪尧 3.21 2.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304 招佩霞 招佩霞 3.21 2.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305 陈增福 陈增福 3.21 10.00 低价未入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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