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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3,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1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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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万股，占

本次发行规模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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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8 日（T-1 日，周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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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通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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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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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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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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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蓝晓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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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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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1,2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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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8日（周四）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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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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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蓝晓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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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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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发行

人” 、“中飞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13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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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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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54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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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周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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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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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发行人网

站（http://zfgf.cc）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7日

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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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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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万股，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5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1,000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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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8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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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天成自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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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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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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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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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方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申购方提供有关本次贵州

省仁怀市茅台镇雄正酒业有限公司在上海国际酒业

交易中心销售（包括发售及挂牌销售）“国昊酒” 的

情况，公告同时刊载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以下

简称“交易中心” ）官方网站。客户在作出申购之前，

请仔细阅读本公告全文。 发售人、承销人承诺本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国昊酒” 由发售人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收

藏类酒交易平台（中小板）发售。 发售人有义务遵照

酒品发售协议约定在发售场所发售酒品； 如发售人

未能履约，则发售人承担相关责任。

特别提示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雄正酒业有限公司根据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交易规则》、《上海国际酒

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法》、《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

心国产收藏类酒交易细则》、《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

心收藏类酒（中小板）补充规定》和国家法律法规等

相关规定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发售“国昊酒” 。

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售承销人，依

据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相关流程规定，与发售人共

同向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提出发售申请。该发售活

动还包括评审会、申购、挂牌交易等内容。请广大客户

认真阅读本公告，并密切关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官方网站www.siwe.com.cn公布的相关信息。

一、概述

1. �根据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

法》，2015年4月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雄正酒业有限

公司向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经过交易中心

审核通过，获得了在交易中心收藏类酒交易平台（中

小板）发售酒品的资质；2014�年12月，上海衡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向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经过

交易中心审核通过，获得了协助发售酒品的资质。

2015年5月22日，交易中心组织了“上海国际酒

业交易中心国产收藏类酒（中小板）” 评审会。 经评

审会综合评定：国昊酒“微黄透明，酱香明显，醇厚较

协调，回味长，空杯留香久，风格突出；经本次酒品评

审委员会一致决议，通过本次酒品评审。 ”

交易中心定于2015年6月19日发售“国昊酒” 。

本次酒品销售采取限期限额销售方式。 客户于发售

日统一按本公告规定的初始发售价格申购酒品。 如

发售日申购量不足可申购量的， 发售人在挂牌交易

期（即挂牌销售期）内可以挂牌交易方式继续销售

酒品， 以挂牌交易方式销售酒品的销售价格由发售

人自主决定。 客户在挂牌交易期内可以挂牌交易方

式进行酒品买卖。

2.�本次发售对象为国内外对该酒品感兴趣的企

事业单位和个人。

3.�网上申购重要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售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对本

次发售的产品不构成购买建议。更多信息请客户密切

关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二、客户申购流程

第一步： 个人持身份证 （机构或法人持营业执

照、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正本等银

行规定的相关资料）前往结算银行开立资金账户，并

办理网上银行业务；

第二步：登录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www.siwe.com.cn）“在线开户” 系统，按步骤

填写资料。

客户既可以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www.siwe.com.cn）“在线开户” 系统自助开户，

也可以在经纪会员处开户。

第三步： 客户持相关开户资料至结算银行或通

过网上银行，办理银商转账业务。

第四步：客户开通银商转账后，登录上海国际酒

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下载交易软件， 凭交易账户代

码、交易密码即可参与酒品申购和交易。

三、费用

客户参与收藏类酒交易平台（中小板）酒品申购

及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以下费用：

*

自酒品发售日起，发售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雄正酒业有限公司对本次发售酒品按年分次投保至

2018

年

6

月

25

日，保单参见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

方网站。

四、交货期与交货保障

本次酒品的起始提货日为2015年6月26日，自

起始提货日起，客户可自由提货。 自酒品发售日起，

发售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雄正酒业有限公司对本

次发售酒品按年分次投保至2018年6月25日。

五、结算银行及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招商银行的识别代

码：999209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工商银行的识别代

码：00001137

�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中国银行的识别代

码：01000001

� 开户银行:�民生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民生银行的识别代

码：31010001

�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建设银行的识别代

码：3100000102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中信银行的识别代

码：10250000

� � � �六、发票事宜

发售人按以下方式为客户开具发票：

1.� 在挂牌期届满后，统一向持有酒品者开具酒

品发票；

2.�在统一开具酒品发票前，客户提取酒品的，于

发生提货时向提货客户开具发票。

七、酒品介绍

【产地优势】

此酒来自被誉为 “中国第一酒镇” 、“世界酱香

型白酒主产区” 、“中国酒都核心区” 的黔北经济重

镇———茅台镇。 当地平均海拔高度880米，年平均气

温16.3摄氏度，年日照时数1400小时，无霜期311天，

年降雨量800—1000毫米。 茅台镇地处河谷， 风速

小、冬暖、夏热、少雨、少风的特殊小气候十分有利于

酿酒微生物的栖息和繁殖。

【天时地利】

赤水河从茅台镇依街而过， 静流无声， 缓缓东

去。 但随着季节变化，河水也会有一些改变。 每年阳

春三月以后，伴随气候的炎热，山雨的降落、冲洗，河

水逐渐变成了棕红色。 到了九月重阳，赤水河又变成

纯净透明的本来面貌。 而这时正是酒酿造投料、需要

纯净的河水来润粮、蒸粮的时节，所以河水变化十分

有利于酒的酿造。

【精妙工艺】

具有一年一个生产周期；陈酿时间在四年以上；

独特、科学的堆积发酵工艺；即使是同一窖醅也可生

产出酱香、醇香和窖底香三种香型，香味丰满醇厚；

生产季节性强，和气候密切相关；制曲需经过四十天

的高温发酵， 制曲的时间和温度在白酒生产中首屈

一指等精妙生产工艺。

八、发售人、承销人及发售场所介绍

1.�发售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雄正酒业有

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雄正酒业有限公司是上海

国际酒业交易中心Z0001号发行会员。

2.�承销人———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国际酒业交

易中心 803号承销会员。

3.�发售场所———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是上海市政府特许设立

的国际酒类公共交易平台，是上海市政府推进“上海

国际贸易中心” 建设的一部分。交易中心全部采用酒

品实物交易，不涉及期货、权益（含份额）等虚拟交

易，每一个交易单位均对应与之匹配的单件实物；宗

旨是为酒厂（酒庄）和高端酒品爱好者之间搭建一

个安全、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平台，为高端酒品的

投资和二级流通提供一个有效畅通的市场。 交易中

心严格遵守独立第三方原则， 不直接或间接参与交

易，保证投资环境的公平与公正。

九、发售人、承销人联系方式

发售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雄正酒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魏瑛

电话：13141315999

� � � �承销人：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艳

电话：13818119426

� � � 发售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雄正酒业有限公司

承销人：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7日

国昊酒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申购公告

发售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雄正酒业有限公司 承销人：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售场所：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和美一家酒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申购公告

出品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发售人：湖南骏辉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承销人：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售场所：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相关方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申购方提供有关本次湖南

骏辉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销

售（包括发售及挂牌销售）“和美一家酒” 的情况，

公告同时刊载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以下简称

“交易中心” ）官方网站。客户在作出申购之前，请仔

细阅读本公告全文。 发售人、承销人承诺本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和美一家酒” 由发售人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

中心收藏类酒交易平台（中小板）发售。 发售人有义

务遵照酒品发售协议约定在发售场所发售酒品；如

发售人未能履约，则发售人承担相关责任。

特别提示

湖南骏辉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根据 《上海国际酒

业交易中心交易规则》、《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会

员管理办法》、《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国产收藏类

酒交易细则》、《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收藏类酒

（中小板）补充规定》和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在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发售“和美一家酒” 。 上海衡

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售承销人， 依据上

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相关流程规定，与发售人共同向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提出发售申请。该发售活动还

包括评审会、申购、挂牌交易等内容。请广大客户认真

阅读本公告，并密切关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

网站www.siwe.com.cn公布的相关信息。

一、概述

1. �根据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

法》，2015年5月湖南骏辉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向交易

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经过交易中心审核通过，

获得了在交易中心收藏类酒交易平台 （中小板）发

售酒品的资质；2014� 年12月，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向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 经过交易

中心审核通过，获得了协助发售酒品的资质。

2015年5月22日，交易中心组织了“上海国际酒业

交易中心国产收藏类酒（中小板）”评审会。 经评审会

综合评定：和美一家酒“微黄透明，酱香突出，略有陈

香，醇厚丰满，回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风格突出；经

本次酒品评审委员会一致决议，通过本次酒品评审。 ”

交易中心定于2015年6月19日发售 “和美一家

酒” 。 本次酒品销售采取限期限额销售方式。 客户于

发售日统一按本公告规定的初始发售价格申购酒

品。 如发售日申购量不足可申购量的，发售人在挂牌

交易期（即挂牌销售期）内可以挂牌交易方式继续

销售酒品， 以挂牌交易方式销售酒品的销售价格由

发售人自主决定。 客户在挂牌交易期内可以挂牌交

易方式进行酒品买卖。

2.�本次发售对象为国内外对该酒品感兴趣的企

事业单位和个人。

3.�网上申购重要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售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对本

次发售的产品不构成购买建议。更多信息请客户密切

关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二、客户申购流程

第一步：个人持身份证（机构或法人持营业执照、

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正本等银行规

定的相关资料）前往结算银行开立资金账户，并办理

网上银行业务；

第二步： 登录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

www.siwe.com.cn

）“在线开户”系统，按步骤填写资料。

客户既可以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

www.siwe.com.cn

）“在线开户”系统自助开户，也可以

在经纪会员处开户。

第三步： 客户持相关开户资料至结算银行或通过

网上银行，办理银商转账业务。

第四步：客户开通银商转账后，登录上海国际酒业

交易中心官方网站下载交易软件，凭交易账户代码、交

易密码即可参与酒品申购和交易。

三、费用

客户参与收藏类酒交易平台（中小板）酒品申购

及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以下费用：

*

自酒品发售日起，发售人湖南骏辉商贸发展有

限公司对本次发售酒品按年分次投保至

2018

年

6

月

25

日，保单参见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四、交货期与交货保障

本次酒品的起始提货日为2015年6月26日，自

起始提货日起，客户可自由提货。 自酒品发售日起，

发售人湖南骏辉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对本次发售酒品

按年分次投保至2018年6月25日。

五、结算银行及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招商银行的识别代

码：999209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工商银行的识别代

码：00001137

�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中国银行的识别代

码：01000001�

� 开户银行:�民生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民生银行的识别代

码：31010001

�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建设银行的识别代

码：3100000102

�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中信银行的识别代

码：10250000

� � � �六、发票事宜

发售人按以下方式为客户开具发票：

1.� 在挂牌期届满后，统一向持有酒品者开具酒

品发票；

2.�在统一开具酒品发票前，客户提取酒品的，于

发生提货时向提货客户开具发票。

七、酒品介绍

【物美价廉】

和美一家酒选取优质高梁、小麦和水为原料，经

精心酿制、贮存、勾兑而成，不添加任何香气、香味物

质。 具有秀丽雅致、柔和协调、略有陈香、回味悠长、

空杯留香的典型风格； 是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针对中端市场推出的一款纯正酱香型白酒，以“打造

老百姓喝得起的茅台酒” 为生产初衷，目标是“我们

每一次家宴、交友、聚会、庆典的餐桌上都能喝上和

美一家酒” ，价格亲民、真诚、合理。

【美好愿景】

秉承茅台打造文化酒的理念，以“家” 为主概

念，融天下和顺的祈愿，品家和万事兴的美满，寄托

着“和谐社会、美好生活” 的愿景。

【精致包装】

酒瓶呈圆体造型，包装大气尊贵，鲜亮的中国红传

达出喜庆吉祥的东方审美，百个大红“和”字组成的瓶身

寓意百事和美，饰以云龙纹的酒盒底座象征和气生财。

八、发售人、承销人及发售场所介绍

1.�发售人———湖南骏辉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骏辉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是上海国际酒业交

易中心 H002�号发行会员，是诸多知名白酒品牌创

意酒系列产品的重要合作伙伴。

2.�承销人———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国际酒业交

易中心 803�号承销会员。

3.�发售场所———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是上海市政府特许设立

的国际酒类公共交易平台，是上海市政府推进“上海

国际贸易中心” 建设的一部分。交易中心全部采用酒

品实物交易，不涉及期货、权益（含份额）等虚拟交

易，每一个交易单位均对应与之匹配的单件实物；宗

旨是为酒厂（酒庄）和高端酒品爱好者之间搭建一

个安全、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平台，为高端酒品的

投资和二级流通提供一个有效畅通的市场。 交易中

心严格遵守独立第三方原则， 不直接或间接参与交

易，保证投资环境的公平与公正。

九、发售人、承销人联系方式

发售人：湖南骏辉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敏

电话：18670060179

� � � �承销人：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艳

电话：13818119426

发售人：湖南骏辉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承销人：上海衡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