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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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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能源”、“发行人”或

“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已经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委员会 2020 年第

28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697 号

文核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

主承销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及平安证券合称“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长虹能源”，股票代码为“836239”。 

本次发行采用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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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公司估

值水平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 22.58 元/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1,040.0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7,972.3127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3.05%（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人授予申万宏源承

销保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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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0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扩大至 8,128.3127 万股，

本次发行数量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4.71%（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

后）。 

 

一、本次发行申购配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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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T 日）结束。 

 

（一）网上申购缴款情况 

1、有效申购数量：462,523,200 股 

2、有效申购户数：46,280 户 

3、网上有效申购倍数：46.81 倍（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后） 

 

（二）网上配售情况 

根据《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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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上配售原则，本

次网上发行获配户数为 18,743 户，网上获配股数为 9,880,000 股，网上获配金额

为 22,309.04 万元，网上获配比例为 2.14%。 

 

二、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股份合计 208.00 万股，占初始发行规模的 20%（不含超

额配售部分股票数量），发行价格为 22.58 元/股，战略配售募集资金金额合计

4,696.64 万元。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实际获配数量 

（万股） 

是否延期

交付 

限售期

安排 

1 苏州川欧电器有限公司 35.00 是 6 个月 

2 大艺科技有限公司 35.00 是 6 个月 

3 
浙江动一新能源动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5.00 是 6 个月 

4 苏州祥利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20.00 否 6 个月 

5 深圳市金俊业电子有限公司 10.00 否 6 个月 

6 南平华孚电器有限公司 36.00 是 6 个月 

7 四川九洲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0 否 6 个月 

8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00 否 6 个月 

9 
珠海指南需恒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3.00 是 6 个月 

1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00 是 6 个月 

合计 208.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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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股份的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在精选层挂牌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 

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已按本

次发行价格于2021年1月26日（T日）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156.00万股，占初

始发行股份数量的15%，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启动后发行股份数量（1,196.00万股）

的13.04%；同时网上发行数量扩大至988.00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前发

行股份数量的95.00%，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后发行股份数量的82.61%。 

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1,196.00万股，发行后总

股本扩大至8,128.3127万股，发行总股数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后总

股数的14.71%。 

 

四、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1,101.79 万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1,218.10 万元

（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其中： 

（1）保荐及承销费用：860.29 万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976.60 万元

（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2）会计师费用：117.91 万元 

（3）律师费用：94.34 万元 

（4）信息披露费用：16.04 万元 

（5）发行手续费、材料制作等其他费用：13.21 万元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五、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莫文伟 

住所 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35 号 



公告编号：2021-006 

联系电话 0816-2416675 

传真 0816-2417949 

联系人 钟帆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剑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8085885、010-88085943 

（三）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之江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23 号平安金融中心 B 座第 22-25

层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755-22626653 

 

 

 

 

发行人：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21年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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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关键要素信息表 

公司全称 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长虹能源 

证券代码 836239 

发行代码 889686 

网上有效申购户数 46,280 

网上有效申购股数（股） 462,523,200 

网上有效申购金额（元） 10,443,773,856 

网上有效申购倍数 46.81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股） 9,880,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总量的比

例（%） 

95.00%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股） 9,880,000 

网上投资者认购金额（元） 223,090,400 

网上投资者获配比例（%） 2.14% 

网上获配户数 18,743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股） 520,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总量的比

例（%） 

5.00% 

包销股票数量（股） 0 

包销金额（元） 0 

包销股票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总量的比例

（%） 

0% 

最终发行新股数量（股） 10,400,000 

注：本表所述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战略投资者获配的非延期交付股份数量。 

 



   

 



   
 

 

（此页无正文，为《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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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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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盖章页）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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