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3,93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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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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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363.4万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发行

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网下和网上发行数量将视发行情况根据发

行价格和募投项目所需资金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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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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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路演时间：2014年1月16日(周四)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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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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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1月15日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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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0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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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最终发行总量的 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本次最终发行总量减去

网下最终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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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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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16日（周四）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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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及相关

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查询，网址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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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网上路演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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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166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网下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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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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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初始发行不超过50,000万股，占本次

发行规模的50%；网下初始发行不超过3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35%；网上初始

发行不超过1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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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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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6日（T-1日，周四）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网上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中国证券网： http://ww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陕西煤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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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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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1,300 万股，公司股东可公开发售

股份不超过 800 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 1,3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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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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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其中，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量为 7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60%；网上发行

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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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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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 16 日(周四)上午（9：00～

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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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 2014 年 1 月 9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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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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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15

日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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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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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创业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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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6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

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60%；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

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本次最终发行数量，包括发行

人公开发行新股（“新股发行” ）和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老

股转让” ）的数量，以及回拨前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将在 2014 年 1 月

16 日（T-1 日）刊登的《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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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演时间：2014年 1月 16日（周四）14:00–17:00。

二、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rsc.p5w.net）。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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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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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

行人网站（www.amarso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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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 1月 15日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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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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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2, 500万股，其中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不超过2, 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0%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不超过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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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14年1月16日在全景网举行

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 : //www .p5w .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14年1月16日（周四） 14: 00—17: 0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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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及相

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查询，网址www .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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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5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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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本次最终发行总量

的 6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本次最终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

终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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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网上路演时间：2014 年 1 月 16 日 （周四）9:00—12:

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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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意向书》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查询，网址 www.cninfo.

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 月 15日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上午在

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杭州炬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公证员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2”位数 94、44

末“3”位数 479、979

末“4”位数 3562、6062、8562、1062

末“5”位数

32375、52375、72375、92375、12375、43775、

68775、93775、18775

末“6”位数 329630

末“7”位数 0111130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3,856 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股票。

发行人

：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15

日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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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2,60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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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9号文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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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发行规模不超过2,602万股，公开发售新股和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

合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25%。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股数不超

过1,561.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网上初始发行股数不超过1,

040.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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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承销商)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14年1月16日在全景网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14年1月16日（T-1日，周四）14:00-17:00

二、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net）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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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2014年1月7日刊登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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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u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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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2014年1月14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

栋2楼主持了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2

”位数

51

末“

3

”位数

752 002 252 502

末“

4

”位数

0261 5261

末“

5

”位数

16321 36321 56321 76321 96321

末“

6

”位数

731330 931330 131330 331330 531330 458972 958972 861465

末“

7

”位数

1311450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5,84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500股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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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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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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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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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

总股数的80%，网上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95号）和中国证券业协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承销业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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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就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4年1月16日(周四)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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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2014年1月8日刊登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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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鼎

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成都天保重型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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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成都天保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T+2

日，周二）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

成都天保重型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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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

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2

”位数

99

末“

3

”位数

416 916

末“

4

”位数

4537 9537 3669

末“

7

”位数

2781031 1604311

末“

6

”位数

520634 645634 770634 895634 020634 145634

270634 395634

末“

5

”位数

32736 82736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成都天保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均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9,960 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成都天保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成都天保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