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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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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担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齐鲁华信”、“发行人”或“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委员会 2020

年第 32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2021〕183 号文核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齐鲁华信”，股

票代码为“83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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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发行人所属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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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元/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33,457,800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133,831,320 股，占

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人授予招商证券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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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76,400 股，发行后总股本扩大至 138,84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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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

行使后）。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69.00 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

权全额行使前的 20.0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 17.39%。

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2,676.78 万股；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发行数

量为 3,178.64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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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申购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2 月 1 日（T 日）结束。 

 

（一）网上申购缴款情况 

（1）有效申购数量：336,137,500 股 

（2）有效申购户数：37,001 户 

（3）网上有效申购倍数：10.57 倍（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后） 

 

（二）网上配售情况 

根据《山东齐鲁华信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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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47 户，网上获配股数为 31,786,400 股，网上获配金额

为 22,250.48 万元，网上获配比例为 9.46%。 

 

二、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股份合计 6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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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元/股，战略配售募集资金金额合计 4,683 万

元。 

序号 战略投资者的名称 
实际获配数量 

（万股） 
是否延期交付 限售期安排 

1 

淄博新旧动能转换中晟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0.0329 是 
6 个月 

49.9671 否 

2 

淄博中晟健投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5.0164 是 
6 个月 

24.9836 否 

3 
北京御之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9.5109  是 
6 个月 

16.4891  否 

4 
青岛晨融叁号股权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0.0066  是 
6 个月 

9.9934  否 

5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75.0164 是 
6 个月 

24.9836 否 

6 
肇东市同信同创科技开

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7620 是 
6 个月 

18.238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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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江临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37.5082 是 
6 个月 

12.4918 否 

8 
青岛喜海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30.0066 是 
6 个月 

9.9934 否 

合计 669.00 - - 

战略配售股份的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精选层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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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已按本次发行价格

于 2021 年 2 月 1 日（T 日）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 501.86 万股，占初始发行股

份数量的 15.00%，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启动后发行股份数量的 13.04%；同时网上

发行数量扩大至 3,17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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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3,847.64 万股，发行后

总股本扩大至 13,884.9920 万股，发行总股数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

后总股本的 27.71%。 

 

四、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2,771.59 万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3,105.33 万元

（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其中： 

1、保荐及承销费用：2,224.94 万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2,558.68 万元

（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2、会计师费用：283.02 万元； 

3、律师费用：200.00 万元； 

4、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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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体育场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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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33-6860468 

传真：0533-6860468 

联系人：戴文博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81 

传真：0755-83084174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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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关键要素信息表 

公司全称 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齐鲁华信 

证券代码 830832 

发行代码 889018 

网上有效申购户数 37,001 

网上有效申购股数（股） 336,137,500 

网上有效申购金额（元） 2,352,962,500.00  

网上有效申购倍数 10.57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股） 31,7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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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86,400 

网上投资者认购金额（元） 222,504,800 

网上投资者获配比例（%） 9.46% 

网上获配户数 23,547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股） 1,67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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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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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5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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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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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齐鲁华信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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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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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齐鲁华信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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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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