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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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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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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网下初始发

行量为

1,2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25%

，网上发行量为本次发

行总量减去网下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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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路演时间：

2015

年

4

月

13

日（周一）

14:00-17:00

2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http://rsc.p5w.net

）

3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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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0

日刊登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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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to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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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0日

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新股不超过1,500万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281万股,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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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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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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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r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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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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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tock.cn） 和发行人网站

（http://www.jinleiwind.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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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0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2,8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5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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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投

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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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3.51%；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根据初步询价

结果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募

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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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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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3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 /www.p5w.net）

3、参加人员：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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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10

日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5,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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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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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规模为 5,100万

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5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1,5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定于 2015年 4月 13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how.cnstock.com）、上证路演中心

（http:/ / roadshow.sseinfo.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 4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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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北京大豪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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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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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10

日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

4,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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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规

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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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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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3

日（

T-1

日，周一）下午

14∶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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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歌力思服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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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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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0日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洋科技”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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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5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38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2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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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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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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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

相关人员。

《浙江盛洋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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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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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0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发行人” 、“广生

堂”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870万股，公司股东可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350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1,870万股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5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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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值申购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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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4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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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演时间：2015年4月13日（周一）上午9:00-12: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rsc.p5w.net）

3、参加人员：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

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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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tock.cn）以及发行人网站（www.cosunter.

com）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4月10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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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1,54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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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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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 1,54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不超过 9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60.39%，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不超过 6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9.61%。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定于 2015年 4月 13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 /www.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 4月 13日（T-2日，周一）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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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tock.cn）和发行人网站（maginfo.luckyfilm.com.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

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10

日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老百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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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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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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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万股，为本次发行

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68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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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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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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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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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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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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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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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

询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

募集资金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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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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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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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T-1�日，周一）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网上路演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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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刊登于

2015� 年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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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0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6,05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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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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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规模为6,052万股，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6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15%，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2,412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85%。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定于2015年4月13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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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4月13日（周一）9:00—12: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

登于2015年4月3日（T-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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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0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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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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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回拔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612

万股，占本次发行

规模的

60%

，网上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根据初

步询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

平、市场环境、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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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3

日（

T-1

日

,

周一）

9:00-12:00

；

2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http://www.p5w.net

）；

3

、参加人员：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

员、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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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