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发行公告》，发行人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

（T+2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

四楼海棠厅主持了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活动。 摇号活动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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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位数 29

未“3” 位数 285,485,685,885,085,062,562

末“4” 位数

6730,7980,9230,5480,4230,2980,1730,

0480,5257

末“6” 位数

308757,508757,708757,908757,108757,

956651

末“7” 位数 0858350,0186609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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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2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16

日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根据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T+2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常州光洋轴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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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罗湖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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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位数： 35

末“3” 位数： 764�889�014�139�264�389�514�639

末“4” 位数： 9857�4857�4164

末“5” 位数： 32686�82686

末“6” 位数：

530484� 730484� 930484� 130484� 330484�

431706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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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60 个，

每个中签号码认购 500 股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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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3,450万股,公司股东公

开发售不超过1,500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3,450万股人民币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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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 3,450万股（包括公开发行新股

及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1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股数的60.87%，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5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39.13%。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为了便于社

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4年1月17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c.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金轮科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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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9日(T-7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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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6日

主承销商：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1,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4]6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00万股，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

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4年1月17日(周五)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6日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2,500万股，公司股东可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999.8万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

超过2,5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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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量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60%，按照发行股数2,500万股计算为1,500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2013]第95号），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

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4年1月17日（T-1日，周五）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浙江跃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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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9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 《证券日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

潮网站（网址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6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全通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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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广东全通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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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

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广东全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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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位数

30

末“

3

”位数

150

、

350

、

550

、

750

、

950

、

744

末“

4

”位数

8161

、

0161

、

2161

、

4161

、

6161

、

3273

、

8273

末“

5

”位数

34721

、

47221

、

59721

、

72221

、

84721

、

97221

、

09721

、

22221

末“

6

”位数

854827

、

054827

、

254827

、

454827

、

654827

、

461928

末“

7

”位数

0291040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广东全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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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0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500 股广东全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广东全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16 日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2,335万股,公司

股东公开发售不超过800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2,335万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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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 2,335万股（包括公开发行新股

及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股数的64.24%，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3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35.76%。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为了便于社

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4年1月17日(周五)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c.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广东金莱特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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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9日(T-7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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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6日

主承销商：

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1,53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4]6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50万股，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

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4年1月17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6日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4,34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3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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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604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

发行量。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

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4年1月17日（T-1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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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站（网

址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1月16日

主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

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15日 （T+2日）上

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了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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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在深圳市罗湖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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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数：

26

末“三”位数：

552

末“四”位数：

9232 1732 4232 6732

末“五”位数：

46822 66822 86822 06822 26822 16441 66441

末“六”位数：

561111 061111

末“七”位数：

2049123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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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6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

发行人：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6日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2,61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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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72万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去

最终网下发行量。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

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4年1月17日（星期五）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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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6日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安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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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2014年1月15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

了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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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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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数：

74

、

24

末“三”位数：

861

末“五”位数：

34768

、

59768

、

84768

、

09768

末“六”位数：

667158

、

023314

、

40190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A股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均为中签号

码。中签号码共有15,28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北京安控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