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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北部湾旅”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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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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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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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6万股，其中回拨前网下发

行数量为3,25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12%；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2,

15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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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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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星期三）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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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湾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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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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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0日

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强力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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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人(主承销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强力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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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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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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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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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1日（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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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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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ron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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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10日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67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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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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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60.3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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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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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周三）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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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主承销商）的

相关人员。

《昆明龙津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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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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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3月10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2,76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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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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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8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69%；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88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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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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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已刊登于2015年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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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0日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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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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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20 万股，为本

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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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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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 11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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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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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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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10

日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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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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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 万股，为本次

初始发行数量的 60.3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160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

行数量的 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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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1 日（周三）14:00～17: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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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上海创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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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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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10

日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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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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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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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1日（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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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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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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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3 月 10日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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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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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1日（T-1日，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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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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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 日（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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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10

日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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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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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市值向公众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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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万

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即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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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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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1

日（周三）

09:00

—

12:00

；

2

、路演网站：全景网（

http://rsc.p5w.net

）；

3

、参加人员：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管理层

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

人员。

《四川国光农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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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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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

cninfo.com.cn

）上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67� � � � � � � � � � �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5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北京中铁房山桥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房山桥梁” ）签署了设备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1049.11万元。

一、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1）买方：北京中铁房山桥梁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大件路1号

邮编：102400

（2）卖方：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鞍千路294号

邮编：114051

（3）上述买卖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4）履约能力分析：房山桥梁属国有大型II档企业，是全国大型钢筋混凝土桥梁、轨

枕生产企业之一，被列为北京市工业企业500强。公司是铁道部首批取得桥梁和轨枕生产

许可证的单位,具备生产铁路、公路及城市地铁等各类预应力工程施工实力和承担单跨

100米及以下桥梁工程施工的实力， 具备丰富的现场施工经验， 全年可生产混凝土制品

300万立方米，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2、合同标的：PC板生产线设备及模台主要包括：模台驱动轮、振动台、混凝土送料料

斗、养护炉等。

3、合同金额：合同总价是1049.11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仟零肆拾玖万壹仟壹佰圆整，

含17%增值税）合同价款为一次性包干价格，已包含本项目所涉及的需方向供方支付的

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工艺系统的优化设计、设备制作、运输、安装、调试试运行、维修

费、培训费、管理费、利润、措施费、规费、税金、进口设备进口报关税、风险费用、服务等所

有费用，在合同履行期间在不更改合同条款的情况下不得以任何名义向需方计取其他费

用。

4、合同履行约定：付款方式：以转账支票方式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方账户。 本合同没

有预付款，生产线验收合格12个月后一周内付合同总价款的50%，剩余50%价款作为质

量信誉保证金在生产线验收合格24个月后一周内付清 。

二、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目前资金充足、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

顺利履行；

2、合同金额1049.11万元约占2014年度营业收入23438.84万元的4.48%，合同的执行

对2015年会计年度经营成果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3、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

当事人形成依赖。

三、备查文件

双方签署的《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114� � � � � � � � �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2015-013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68,965,517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3月1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014年1月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2014年1月29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东睦新

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72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5,500万股新股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13.05元/股，发行股票数量为45,977,011股。 2014年3月11日，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2014］47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4年3

月10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599,999,993.55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7,262,

957.8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72,737,035.67元。 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肆仟伍佰玖拾柒万柒仟零拾

壹元（￥45,977,011.00），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526,760,024.67元。

公司于2014年3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

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相关手续，并于3月15日进行了公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均为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相关股东认购的45,977,011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相应股份上市流

通日为2015年3月13日。

有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情况，详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01、（临）2014-004

和（临）2014-007。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4年4月11日，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

以公司总股本251,477,011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 （含税）， 总计分配37,721,

551.65元，尚未分配利润102,640,185.73元结转至下一年度；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

本251,477,011股为基数，每10股转增5股，共计转增125,738,506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

本将增至377,215,517股。

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14年4月24日发布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实施公告》。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由251,477,011股增加至377,215,517股，

其中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限售股份由45,977,011股增加至68,965,5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变。

有关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决议及实施情况，详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24和

（临）2014-027。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前后，公司股本及特定对象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转增前持有股份数（股） 本次转增后持有股份数（股）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东

1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97,701 6,896,552

2 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2,260,536 18,390,804

3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977,011 8,965,517

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99,233 12,298,849

5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360,153 9,540,230

6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62,835 11,494,252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9,542 1,379,313

小计 45,977,011 68,965,517

其他股东

8 其他股东 205,500,000 308,250,000

小计 205,500,000 308,250,000

总计 251,477,011 377,215,517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均承诺其所认购的限售股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

起12个月不得转让。 截至公告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1、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2、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为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不涉及控股股东的股改限售股。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的解除限售情况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东睦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的要求；东睦股份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未违反非公开发行时对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承诺；东睦股

份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同意东睦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限

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68,965,517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3月13日； 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华夏资本—工商银行—华夏资本定向

增发—远策2号资产管理计划

18,390,804 4.88 18,390,804 0

2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494,252 3.05 11,494,252 0

3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9,540,230 2.53 9,540,230 0

4

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兴全定增

42号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8,965,517 2.38 8,965,517 0

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7,200,000 1.91 7,200,000 0

6

东吴基金—农业银行—东吴鼎利27号

资产管理计划

6,896,552 1.83 6,896,552 0

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4,965,000 1.32 4,965,000 0

8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财通基金—富

春49号资产管理计划

1,379,313 0.37 1,379,313 0

9

鹏华基金—招行—鹏华基金—招商银

行—定增添利1号资产管理计划

133,849 0.04 133,849 0

合 计 68,965,517 18.28 68,965,517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

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

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02,928,517 -68,965,517 33,963,00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0,500,000 0 10,500,000

3、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97,770,000 0 97,770,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11,198,517 -68,965,517 142,233,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166,017,000 68,965,517 234,982,51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66,017,000 68,965,517 234,982,517

股份总额 377,215,517 0 377,215,517

八、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