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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自2015年2月9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2015年3月9日披露了《关于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2015年3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董

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于2015年3月14日、21

日、28日、4月2日、10日及17日分别披露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公

告》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15-010号、2015-011号、2015-012号、2015-013号、2015-014号、

2015-015号、2015-016号及2015-027号）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 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所涉及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蓝丰生化；证券代码：002513）自2015年5

月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5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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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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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均为新股，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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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 2,000 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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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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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4.31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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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 5月 5日（T-1日，周二）9:00–12:

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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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相关人员。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已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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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5

月

4

日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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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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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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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2,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6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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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5日(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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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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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5

月

4

日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1,98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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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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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60.42%；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786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39.58%。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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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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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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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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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2015年4月24日（T-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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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anxin-m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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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5月4日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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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5,88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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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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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将

根据网下投资者报价情况，并参考市场环境、发行人经营情况、所属行业、可比

公司估值及募集资金额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

不超过5,880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116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

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764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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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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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浙江红蜻蜓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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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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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4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1,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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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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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为1,7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0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6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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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市场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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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5月5日（周二）下午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c.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

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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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2015年4月24日刊登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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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eadchina.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4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3,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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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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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1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股数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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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投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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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周二）9:00—12: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rsc.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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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

cchbds.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5月4日

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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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5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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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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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回

拨前网下发行1,520.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发行股数为

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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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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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周二)� 14:00—17:00

2、路演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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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2015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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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5月4日

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新股数量不超过2,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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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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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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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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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T-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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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行人

网站（www.navgnss.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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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4日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下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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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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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网下

发行” ）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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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

股份不超过 8,235万股， 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4,95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11%；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3,285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39.89%。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

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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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本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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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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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 5月 5日（星期二）14:00－17: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主承

销商相关人员。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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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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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4

日

尊敬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者、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投

资者：

2015年1月26日，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我公司” ）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

批复》（证监许可〔 2015〕123号），获准设立全资证

券资产管理子公司，即“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资管” ），注册资本3亿元，业务范围为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日前，招商资管完成了工商登记，并领取了《经营证

券业务许可证》。 自2015年5月起，我公司管理的所有集

合与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将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此项变更仅涉

及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法人主体形式上的变更，并不涉

及与投资者相关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实质性

变更。

为更好的保障投资者利益，特此提醒投资者，我公

司目前管理、发行的所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包括：

1、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招商证券股票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招商证券智远内需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招商智远稳健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招商证券智远避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招商证券智远增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招商证券智远避险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招商证券智远天添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招商汇金之稳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招商证券智远双周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招商汇金之重阳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招商证券智远安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 招商证券 一触即发3期之质押宝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5、招商证券一触即发之多空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6、招商证券沪深300“一触即发” 5期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7、招商汇智之金百镕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8、招商汇智之天马领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9、招商汇智之凤翔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招商汇智之君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招商汇智之理成风景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2、招商证券质押宝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3、招商智远量化对冲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4、招商汇智之喜马拉雅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5、招商证券质押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6、招商汇智之鼎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7、招商汇智之好时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8、招商汇智之中新融创定增对冲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29、招商证券智远量化对冲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招商证券智远美丽中国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1、招商证券智博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2、招商证券智远量化对冲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3、招商证券智融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4、招商证券智远元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5、招商证券智远量化对冲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6、招商证券智远群英荟MOM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7、招商证券质押宝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8、招商证券智融宝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9、招商汇智之赤子之心1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0、招商汇智之赤子之心2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招商汇智之恒健远志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2、招商汇智之德佳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3、 招商汇智之中证金牛量化对冲FOF1期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发行中）

44、 招商证券质押宝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

中）

我公司目前管理的所有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包括：

华能澜沧江第二期水电上网收费权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根据各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关于“或有事

项” 相关条款的约定，本次变更事宜无需再另行签订资

产管理合同，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仍可以自由选择于

各资产管理计划任一开放日内申请退出。

招商资管将继续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做好资产管理

与客户服务工作，诚挚感谢各位投资者一如既往的信任

与支持！

未尽事宜敬请投资者登陆我公司网站：www.cm-

schina.com.cn， 或致电我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95565

咨询。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30日

关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集合与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