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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20,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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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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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33.33 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4,583.33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250 万股，占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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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日（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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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意

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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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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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胜宏科技（惠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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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宏科技（惠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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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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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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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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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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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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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pc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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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1 日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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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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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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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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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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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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月

２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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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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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人员：阜新德尔汽车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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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日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 、“凤

形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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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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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8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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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周二）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rsc.p5w.net）

3、参加人员：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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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

fengxing.com）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6月1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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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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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6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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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 日（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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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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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1 日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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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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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为 2,5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1,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本次发行均为新股，不涉及发行人

股东公开发售其所持股份。

为便于社会公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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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日（T-1日）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

管理层主要成员、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相关人员。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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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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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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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信息发展” 或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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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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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62.87%；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2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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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 6月 2日（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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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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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es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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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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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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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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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9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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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万

股， 占本次初始发行规模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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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日（T-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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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相关人员。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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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5 日（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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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查

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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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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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1,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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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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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本次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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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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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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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资

本证券网（www.ccstock.cn）和发行人网站（www.new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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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日

关于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参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答谢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向广大投资者提

供更好的服务，经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华泰柏瑞基金” ）与深圳众禄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称“众禄基金” ）协商一致，华泰柏瑞基金决定，自2015年6月1日起，

参与众禄基金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具体事项公告如

下：

一、适用范围及期限

自2015年6月1日起，我司旗下基金参与众禄基金申（认）购、定投费率优惠活动（只限

前端收费模式），各基金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众禄基金活动公告为准。 基

金费率标准详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

业务公告。 优惠前申（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众禄基金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在众禄基金开放申（认）购、定投

业务之日起，将同时参与众禄基金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

以众禄基金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二、特别提示

1、本优惠活动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认）购期的基金的前端申（认）购、定投手续费，不

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众禄基金所有，优惠活动期

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众禄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2、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

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3、基金原申（认）购费率标准请参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查询相关详情

1、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站：www.zlfund.cn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887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huatai-pb.com� �

客服电话：400-888-0001

风险提示：华泰柏瑞基金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办理份额折算业务期间环保

A

份额

停复牌的公告

因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于2015年5月29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本基金环保A份额（基金代码为：

“150184” ，基金简称为“环保A” ）将于2015年6月1日暂停交易，于2015年6

月2日暂停交易一小时，并于2015年6月2日10:30恢复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

施细则》，2015年6月2日环保A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6月1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元）。 由于环保A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环保A

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基准收益后与2015年6月2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

异，2015年6月2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上网发售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发售。 所有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均可办理认购，基金简称：“医药生物” ，基金代码：“163118” ，深交所挂牌

价：1.000元，发售时间：2015年6月1日至6月12日（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

理）。 发售截止时间如有变更，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日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6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

基金主代码

180013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6

月

3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6

月

3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6

月

3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

含转换转入

）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1、本公告就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13）的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进行限制，即自2015年6月3日起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

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不超过200万元； 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200

万元， 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购失败； 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200万元，本基金将按申购金额大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200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

成功，其余确认失败。

2、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

理本基金赎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

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www.yhfund.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