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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400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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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7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

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60%，即1,440万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40%，即96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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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5年2月9日（周一）09:00-12: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rsc.p5w.net）；

3、参加人员：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主

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相

关人员。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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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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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二0一五年二月六日

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4,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8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

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400 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规模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600 万

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规模的 40%。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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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 http://�roadshow.cnstock.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15 年 2 月 9 日（周一）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浙江济民制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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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 月 2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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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4,4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9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

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

次发行数量为4,45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01%。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3,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1.91%；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1,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8.09%。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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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

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2月9日(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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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木林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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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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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2月6日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82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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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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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2月9日（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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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2015年2月2日刊登于中

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

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

stock.cn）和发行人网站（www.tangde.com.cn）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5年2�月6日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9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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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500 万股，为本次

发行数量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00 万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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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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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 9 日（周一）9:00-12:00

2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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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 月 2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证券时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5

年

2

月

6

日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2,21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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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60%， 网上发行数量为发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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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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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就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

行举行网上路演。

1

、网上路演时间：2015 年 2 月 9 日(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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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2015 年 2 月 2 日刊登于中国证

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中国

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上的《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发行人：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5

年

2

月

6

日

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4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17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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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

50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61.2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50万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3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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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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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9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 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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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

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6日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9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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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份不超过4,000万股，其中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2,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2月9日（周一）0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 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益丰大药房连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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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

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6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3,0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9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

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

数量为3,0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0041%。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8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3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4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9.68%。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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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2月9日(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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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安徽富煌钢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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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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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2月6日

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2,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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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8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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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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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9日（星期一）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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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2015年2月2日（T-6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的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6日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7,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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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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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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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4,

500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40%。

为便于A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2月9日（T-1日，周一）上午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深圳市共进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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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日（T-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6日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新

股不超过1,970万股，公司股东可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335万股，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1,97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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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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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

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最终发行总量减

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2月9日（T-1日 周一）14:00-17:00

二、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c.p5w.net）

三、参加人员：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2015年2月2日（T-6日）登载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

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

网，网址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

和发行人网站（网址www.tfcsz.com.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