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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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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修复”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566.412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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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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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修复”，

股票代码为“30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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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元/股，发

行数量为3,566.412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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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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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56.6412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10.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78.3206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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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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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300.3708万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6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09.4000万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33%。根据《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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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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1.658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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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00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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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8.3708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1.67%；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1,551.4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8.33%。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72464502%。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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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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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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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为中信建投建工修复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中信建投建工修复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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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6412万股，占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10.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78.3206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1年3月10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

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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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建工修复 1 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12,439  9,489,104.67  12 个月 

2 
中信建投建工修复 2 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453,973  20,932,389.69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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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566,412 30,421,494.36  

注：中信建投建工修复1号战略配售、中信建投建工修复2号战略配售的参与人姓名、职务、

是否为发行人董监高、认购金额与比例等情况详见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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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8,59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2,117,681.23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5,40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6,7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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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83,70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41,459,0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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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354 股，约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10.03%，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的发行股票量的 5.18%，约占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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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09股，包销金额为216,738.77元。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的发行股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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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0.07%。 

2021年3月2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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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6451551、010-86451552 

 

 

发行人：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22 日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建工环境修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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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盖章页） 

 

 

 

 

 

 

 

 

发行人：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建工环境修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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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表一： 

中信建投建工修复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信息统计表 

序

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发

行人董监

高 

认购资管计

划金额（万

元） 

持有份额比例 

1 李文波 党委书记、董事 是 120 11.88% 

2 高艳丽 总经理 是 260 25.74% 

3 桂毅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职

工董事 
是 160 15.84% 

4 李书鹏 副总经理 是 170 16.83% 

5 程平 副总经理 是 100 9.90% 

6 王勇 工程管理部经理 否 100 9.90% 

7 王亚晨 第七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100 9.90% 

合计 1,010 100% 

注：李文波担任公司董事；桂毅担任公司职工董事；高艳丽担任公司总经理；李书鹏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程平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中信建投建工修复 2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信息统计表 

序

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发

行人董监

高 

认购资管计

划金额（万

元） 

持有份额比例 

1 吴渝 财务总监 是 90 3.23% 

2 丛欣江 副总经理 是 90 3.23% 

3 徐宏伟 总经理助理 否 90 3.23% 

4 郭丽莉 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 否 65 2.33% 

5 韩珺 风险控制中心经理 否 90 3.23% 

6 彭兴国 行政综合中心经理 否 90 3.23% 

7 修丽娟 财金资源中心经理 否 90 3.23% 

8 周峥 行政综合中心经理 否 90 3.23% 

9 赵鸿雁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否 90 3.23% 

10 郝弟 创新发展中心经理 否 90 3.23% 

11 尹鹏程 第六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90 3.23% 

12 杨远强 市场营销总监 否 60 2.15% 

13 王芳芳 第七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60 2.15% 

14 刘鹏 技术管理中心经理 否 60 2.15% 

15 杨乐巍 资深技术工程师 否 60 2.15% 

16 卜凡阳 技术管理中心副经理 否 60 2.15% 

17 李静文 区域技术中心副经理 否 60 2.15% 

18 徐岳华 第五事业部总经理 否 60 2.15% 

19 孙尧 第四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45 1.62% 

20 刘治华 参股公司总经理 否 45 1.62% 

21 田德金 第一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45 1.62% 



 
 

序

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发

行人董监

高 

认购资管计

划金额（万

元） 

持有份额比例 

22 陈志华 第一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45 1.62% 

23 张晓斌 技术管理中心副经理 否 45 1.62% 

24 牟兵兵 第四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45 1.62% 

25 郭腾 市场营销部副经理 否 45 1.62% 

26 吴玉 第六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45 1.62% 

27 白娟 市场营销总监 否 40 1.44% 

28 李泰平 技术工程师 否 40 1.44% 

29 李为 财金资源中心副经理 否 40 1.44% 

30 田齐东 区域技术中心副经理 否 40 1.44% 

31 汪福旺 成本控制中心主任 否 40 1.44% 

32 吴新力 技术负责人 否 40 1.44% 

33 张流芳 党群工作部部长、职工监事 是 40 1.44% 

34 仇春梅 审计部部长 否 40 1.44% 

35 余韬 财金资源中心副经理 否 40 1.44% 

36 王文峰 技术管理中心副经理 否 40 1.44% 

37 丁浩然 区域技术中心副经理 否 40 1.44% 

38 康绍果 区域技术中心副经理 否 40 1.44% 

39 籍龙杰 技术主管 否 40 1.44% 

40 刘渊文 高级研发工程师 否 40 1.44% 

41 韦云霄 高级研发工程师 否 40 1.44% 

42 王蓓丽 高级研发工程师 否 40 1.44% 

43 熊静 高级研发工程师 否 40 1.44% 

44 辛成 第二事业部副总经理 否 40 1.44% 

45 李婉 创新发展中心经理 否 40 1.44% 

46 顾群 工程管理部副经理 否 40 1.44% 

47 王军 子公司总经理 否 40 1.44% 

48 吴树丰 经济运营部经理 否 40 1.44% 

49 牛永超 投资者关系主管 否 40 1.44% 

50 梁丽光 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否 40 1.44% 

51 戴冬晖 经济运营部副经理 否 40 1.44% 

52 李群英 
财经中心项目管理核算负

责人 
否 40 1.44% 

合计 2,785 100% 

注：张流芳担任公司职工监事；丛欣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吴渝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