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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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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披露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0894 中欧睿达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 001000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1110 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1117 中欧精选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 001146 中欧瑾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01164 中欧琪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001173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001211 中欧滚钱宝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

9 001306 中欧永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1615 中欧睿尚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 001776 中欧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1810 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001811 中欧明睿新常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1938 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 001955 中欧养老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1963 中欧天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1980 中欧量化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001990 中欧数据挖掘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02009 中欧瑾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2621 中欧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002685 中欧丰泓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002725 中欧强瑞多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02920 中欧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002961 中欧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003095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003419 中欧弘安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004039 中欧骏泰货币市场基金

28 004283 中欧达安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004442 中欧康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004616 中欧电子信息产业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1 004728 中欧瑾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004734 中欧瑾灵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004812 中欧先进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4 004814 中欧红利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004848 中欧睿泓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004850 中欧弘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004993 中欧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8 005241 中欧时代智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005275 中欧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 005419 中欧聚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005421 中欧嘉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 005620 中欧品质消费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3 005736 中欧兴华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4 005964 中欧安财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5 006228 中欧医疗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6 006321 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47 006529 中欧匠心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007241 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49 007535 中欧盈和5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007619 中欧润逸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1 007622 中欧滚利一年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008375 中欧启航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 008639 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25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54 008739 中欧同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5 009210 中欧嘉和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 009515 中欧真益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 009621 中欧心益稳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 009753 中欧美益稳健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 009776 中欧阿尔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 009872 中欧责任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 010080 中欧优势成长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2 010188 中欧添益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3 010213 中欧互联网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 010215 中欧达益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 010336 中欧悦享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6 010429 中欧睿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 010678 中欧均衡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 010712 中欧瑾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 010723 中欧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 010900 中欧生益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1 166001 中欧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2 166002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3 166005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 166006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5 166007 中欧互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6 166008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7 166009 中欧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8 166010 中欧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9 166011 中欧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80 166012 中欧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81 166014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

82 166016 中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83 166019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4 166020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5 166023 中欧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86 166024 中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7 166025 中欧远见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8 166027 中欧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 501081 中欧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0 501208 中欧创新未来18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4月22日在本公司网站（www.zofund.com）和中

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

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021-68609700、400-700-9700）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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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飞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于2021年4月14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予以

注册决定（证监许可〔2021〕1151号）。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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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n.com；证券日报

网，网址www.zqr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1,300万股，其

中网上发行数量为1,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转让老

股。

2、本次发行价格为85.50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21年4月26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

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通用设备制

造业”（行业代码为“C34”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通用设备制造业（C34）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

盈率为37.19倍（截至2021年4月21日）。本次发行价格85.50元/股对应发行人202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36.27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3、 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2021年4月26日 （T日）， 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

00，投资者在2021年4月26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5、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2021年4月28日（T+2日）公告的《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

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2021年4月28日（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

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

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情况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3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无老

股转让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投资者发行，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85.50元/股

发行对象

2021年4月26日（T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

2021年4月22日（T-2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票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

证上[2018]279号）的规定。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

施办法 （2020年修订）》 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日（网上申购日为2021年4月26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三河市火车站进站路3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0316-3215889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B区金融商务区集中商业（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电话

0755-28777959

发行人：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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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飞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予以注册决定（证监

许可〔2021〕1151号）。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1,30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1,3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转让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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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

2021年4月23日（T-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4月23日（T-1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rs.p5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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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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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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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７

，

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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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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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份

７

，

６００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５

，

３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８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

为了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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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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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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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河北华通线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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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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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002908� � � � �证券简称：德生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1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事项

之独立意见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作为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我们本着严谨细致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对外担保

情况进行了认真地检查，现对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的补充公告如下：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或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无以前

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本报告期的上述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余额。

我们认为：公司在对外担保及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方面完全符合各项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违规行为及有损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今后应继续严格按照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对外

担保的决策程序，及时履行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6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2021-013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3月25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1-010)，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该通知的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中关于投票代码

的表述有误，需要更正，具体如下：

更正前内容为：“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468’ ，投票简称为‘珠啤投

票’ 。 ”

现更正为：“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461’ ，投票简称为‘珠啤投

票’ 。 ”

除以上更正的内容外，其他公告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 深表歉意，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附件：更正后的《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1666�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2021-036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暨

2021

年一季度

网络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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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将于2021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披露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一季度度报告》，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定披露

当天召开网络业绩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0年度及2021年一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拟定于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进行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潘树启先生、总经理王新义先生、财务总监赵运通先生、董事会秘书许尽峰

先生、证券事务代表谷昱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为提升交流效率，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提供

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统一进行回答。

投资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注册并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形式参

加本次说明会,就所关心的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交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综合处投资者关系科

联系电话：0375-2723076

邮箱：pmgftzzgx@163.com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1666� � � � � � �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2021-035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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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三号-煤炭》要求，现将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21年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商品煤情况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金额变动

原煤产量（万吨） 783.14 760.30 3.00% 22.84

商品煤销量（万吨） 814.29 827.63 -1.61% -13.34

其中：自有商品煤销量 728.15 704.23 3.40% 23.92

商品煤销售收入（万元） 597084.08 539707.59 10.63% 57376.49

商品煤销售成本（万元） 425885.79 409346.93 4.04% 16538.86

商品煤销售毛利（万元） 171198.29 130360.67 31.33% 40837.62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所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03� �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1-024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口罩产品获得

EC

认证

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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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97.79%的子公司以岭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以岭健康” ）近日收到欧盟公告机构MDD

Intertek� Semko� AB,� Kista,Sweden颁发的EC认证证书。 基本情况如下：

一、证书主要内容

制造商：以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类别：一级无菌医用口罩、外科口罩

产品名称：一次性医用口罩、一次性外科口罩（无菌）

证书编号：4130112886

有效期：2021年4月16日至 2024年5月26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以岭健康生产的一次性医用口罩、一次性外科口罩（无菌）获得EC认证证书，表明该公司此产品

已具备欧盟市场的准入条件，可以开展相关产品在欧盟市场的推广和销售。

但由于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需求和产品的推广效果， 公司尚无法预测其对业绩的具体

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3368 证券简称：柳药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8

转债代码：113563� � � � � �转债简称：柳药转债

转股代码：191563� � � � � �转股简称：柳药转股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未使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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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2日，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截至2021年4月21日，在上述使用期限内，公司一直未使用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并已将上述事项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招惠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赢通平台为销售机构

并参与认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银行” ）签署的招赢通第三方产品合作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本公司自2021年4月22日起，

新增招商银行旗下招赢通平台（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招赢通” ）为摩根士丹利华鑫招惠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10938；C类010939，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销售机构并参与认购费

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业务办理

投资者可在招商银行招赢通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二、费率优惠活动

自2021年4月22日起，投资者通过招商银行招赢通认购本基金的，本基金享有的具体折扣费率以招

商银行招赢通的活动公告为准。 基金原认购费率如适用固定费用的，则仍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

折扣。

本基金的原认购费率标准请详见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重要提示

1、本次基金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基金认购业务，不适用于基金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转换等

其他业务。

2、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规则和流程以招商银行招赢通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3、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赢通

网址：fi.cmbchina.com

客服电话：95555

2、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8（免长途费）

网址：www.ms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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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应认真阅

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

配。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3,339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961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3,339 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3%，初

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166.9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220.45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51.60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

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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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 4月 23 日（T-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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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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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2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自然”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２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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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

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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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２８．０９

万股。 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１６．８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１１．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３１．１６

元

／

股。

浙大自然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浙大自然”

Ａ

股股票

１

，

０１１．２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５

，

０２１

，

９０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９６

，

３３０

，

７１１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０４９７１７％

。

配号总数为

９６

，

３３０

，

７１１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９６

，

３３０

，

７１０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５２６．３８

倍，超过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５２．７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７５．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

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６１９６７％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

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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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3,3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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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960号” 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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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3,336.00万股，占

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1%，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13,336.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00.40 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

15.00%。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3,324.40万元， 且认购数量不超过

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行数

量的 5.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回拨

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84.95 万股，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50.65 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2021

年 4月 28 日（T+2 日）刊登的《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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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定于 2021年 4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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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 4月 23 日（T-1日，周五）14:00-17:00

三、 参加人员： 发行人董事长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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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n.com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