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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双息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1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53001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1

年

12

月

1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0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十五次分红

，

2017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建信双息红利

A

建信双息红利

C

建信双息红利

H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30017 531017 960029

截止 基 准 日 下 属

分级基 金 的 相 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 份额净

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167 1.128 1.167

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 可供分

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66,148,735.73 11,633,835.09 856,927.75

截止基准日 按照基金 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 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49,844,620.72 3,490,150.53 257,078.33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

份额

）

0.35 0.35 0.35

注：（1）由于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H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收

取销售服务费，各类基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分配收益将有所不同，本基金同一基金份额类别

内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A类、C类和H类基金份额均进行分红，A类份额分红方

案为0.35元每10份基金份额， C类份额分红方案为0.35元每10份基金份额，H类份额分红方案

为0.35元每10份基金份额。

（3）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6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

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30%。 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4）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基金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

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选择采取红利再

投资形式的，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权益登记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

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免收申购费。 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的收益分配

方式仅为现金分红，详见招募说明书补充文件。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

年

1

月

20

日

除息日

2017

年

1

月

20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

年

1

月

23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

户

，

2017

年

1

月

24

日起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A类和C类基金份额默认的分红方式为

现金方式，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的收益分配方式仅为现金分红，详见招募说明书补充文件。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该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

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

红方式的，请在上述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 （www.ccb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 、

010-66228000）咨询相关事宜。

（5）权益登记日和红利发放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业务

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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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月18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汇成基金销售”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2017年1月20日起，汇成基

金销售将代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

一、代理基金

序号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1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 前端收费

121001

后端收费

128001

2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混合 前端收费

121002

后端收费

128002

3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混合

121003

4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混合 前端收费

121005

后端收费

128005

5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混合 前端收费

121006

后端收费

128006

6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混合 前端收费

121008

后端收费

128008

7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

121009

8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

A

类份额

121012

B

类份额

128012

（

后端收费

）

C

类份额

128112

9

国投瑞银货币

A

级份额

121011

B

级份额

128011

10

国投瑞银策略精选混合

000165

11

国投瑞银医疗保健混合

000523

12

国投瑞银新机遇混合

A

类份额

000556 C

类份额

000557

13

国投瑞银美丽中国混合

000663

14

国投瑞银信息消费混合

000845

15

国投瑞银锐意改革混合

001037

16

国投瑞银新回报混合

001119

17

国投瑞银精选收益混合

001218

18

国投瑞银瑞源保本混合

121010

19

国投瑞银招财保本混合

001266

20

国投瑞银进宝保本混合

001704

21

国投瑞银境煊保本混合

A

类份额

001907 C

类份额

001908

22

国投瑞银瑞兴保本混合

002242

23

国投瑞银瑞祥保本混合

002358

24

国投瑞银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A

类份额

000237 C

类份额

000238

25

国投瑞银岁增利一年债券

A

类份额

000781 C

类份额

000782

26

国投瑞银国家安全混合

001838

27

国投瑞银瑞宁混合

002831

28

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

（

QDII-FOF

）

人民币

002467

美元现汇

002468

29

国投瑞银新兴市场股票

（

QDII-LOF

）

161210

30

国投瑞银中证资源指数

（

LOF

）

前端收费

161217

后端收费

161218

31

国投瑞银瑞盈混合

(LOF) 161225

二、国投瑞银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国投瑞银岁增利一年债券，目前均处于封闭运作期。

三、对于同时具有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业务的基金,汇成基金销售仅代理基金前端收费业

务，后端收费业务暂未开通。

四、对于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QDII-FOF），汇成基金销售仅代理人民币份额，该基金

的人民币份额目前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五、 汇成基金销售同时开办国投瑞银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规则详见本公司网

站。 上表中国投瑞银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国投瑞银岁增利一年债券、 国投瑞银全球债券精选

（QDII-FOF）、国投瑞银新兴市场股票（QDII-LOF）、国投瑞银中证资源指数（LOF）、国投

瑞银瑞盈混合(LOF)尚未在汇成基金销售开通转换业务外，其他基金均开通转换业务。 国投瑞

银优化增强债券、国投瑞银新机遇、国投瑞银境煊保本混合均下设不同类别的基金份额，单只

基金的不同类别的基金份额之间未开通转换业务。

六、除国投瑞银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国投瑞银岁增利一年债券外，汇成基金销售同时开办

上述代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其中，国投瑞银货币B定期定额投资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10万元，其他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元(含申购手续费)，具体

以汇成基金销售的相关业务规定为准。

七、汇成基金销售将开通相关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上述基金中符合条件的将参加该

活动，具体业务内容以汇成基金销售相关规定为准。

八、咨询方式

1、汇成基金销售客服电话：400-619-9059� ?

2、汇成基金销售网站：www.hcjijin.com

3、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6868

4、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汇成基金销售各营业网点咨询、办理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

华泰柏瑞价值精选30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公告， 在2016年12月19日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发行华泰柏瑞价值精选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简称“华泰柏瑞价值精选30” ）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德邦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德邦证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协议》及《华泰柏瑞

基金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年度销售和服务代理补充协议》，德邦证券自即日起办理华泰柏瑞价

值精选30基金认购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128

公司网址： www.tebon.com.cn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1、（021）38784638

公司网址：www.huatai-pb.com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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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

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由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申购赎回代码：511831；二级市场交易代

码：511830）自即日起增加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一级交易商。

一、一级交易商

即日起，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基金的一级交易商包括：

序号 公司名称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2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5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6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7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8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2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30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1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4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38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

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

4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3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4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基金合同》的约定，投资者应通过上述具备华泰柏瑞交易型

货币申购赎回业务资格的一级交易商办理该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69-6336

公司网址：www.ctsec.com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1，（021）38784638

公司网址：www.huatai-pb.com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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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大通信”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6,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169号文

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通证券” 、“主承销商”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吉大通信” ，股票代码为“3005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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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

股票发行价格为5.53元/股，发行数量为6,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

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6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5,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1月16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3,918,43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98,168,934.49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1,56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51,065.51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986,87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3,107,402.1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3,128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2,597.84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夏鼎 夏鼎 343 1896.79

陈小坚 陈小坚 343 1896.79

张银斌 张银斌 343 1896.79

赵智源 赵智源 343 1896.79

刘玉玲 刘玉玲 343 1896.79

何志良 何志良 343 1896.79

刘远彬 刘远彬 343 1896.79

邵雨田 邵雨田 343 1896.79

罗云梅 罗云梅 343 1896.79

王翊 王翊 343 1896.79

鲁峰 鲁峰 343 1896.79

周厚有 周厚有 343 1896.79

吕仕铭 吕仕铭 343 1896.79

周华建 周华建 343 1896.79

罗淑红 罗淑红 343 1896.79

徐锦章 徐锦章 343 1896.79

何光伟 何光伟 94 519.82

卢叙安 卢叙安 343 1896.79

宗立平 宗立平 343 1896.79

黄赛先 黄赛先 343 1896.79

李金平 李金平 343 1896.79

李宏庆 李宏庆 343 1896.79

许煜 许煜 343 1896.79

王志力 王志力 343 1896.79

柳志成 柳志成 343 1896.79

张小松 张小松 343 1896.79

齐兵 齐兵 343 1896.79

孟宪民 孟宪民 343 1896.79

聂菊华 聂菊华 343 1896.79

张熔炉 张熔炉 343 1896.79

庆光梅 庆光梅 343 1896.79

施利平 施利平 343 1896.79

李跃宗 李跃宗 343 1896.79

锦州鑫天贸易有限公司 锦州鑫天贸易有限公司 343 1896.79

江门市豪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江门市豪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43 1896.79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 343 1896.79

广州万宝长睿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万宝长睿投资有限公司 343 1896.79

华夏财富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华夏财富创新广发一期证券投资

基金

343 1896.79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

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343 1896.79

合计 13,128 72,597.84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94,695股，包销金额为523,663.35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57825%。

2017年1月1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转给

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

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根据《上海会畅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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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T+1日）在深圳市红

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了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

申购定价发行中签摇号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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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数： 1733

末“5”位数： 68533��93533��18533��43533

末“6”位数： 467032��667032��867032��067032��267032��302836

末“7”位数： 8239716

末“8”位数：

96099519��16099519��36099519��56099519��76099519

05130414��30130414��55130414��80130414

末“9”位数： 054381995��12359251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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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 400-808-9999�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按2转人工接听则无

法查询）。

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7年1月18日（T+2日）公告的《上海会畅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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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

新股申购。

发行人：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

特别提示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昂技术” 、“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不超过 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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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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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

价发行（以下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57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1,542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28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55 元 / 股。

立昂技术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立昂技术” 股票 2,570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立昂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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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7年 1 月 19 日（T+2 日）16:00

前，按公告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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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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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17 年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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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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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293,436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84,896,319,000 股 ， 配 号 总 数 为 169,792,638 个 ， 配 号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为 00016979263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立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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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258.39679 倍，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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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313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后本次

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 3,670.39857 倍，中签率为 0.027244997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红荔西

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 （T+2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月 18日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友股份”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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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

监许可[2016]3164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

的股票简称为“集友股份” ，股票代码为“603429” 。

2、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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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

所处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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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5.00 元 /股，发行数量为 1, 700 万股。

3、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T+2 日）结

束。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 953, 67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54, 305, 06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6, 32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94, 935

5、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的股份数量为 46, 329 股，包销金额为 694, 935 元。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7252353% 。

2017 年 1 月 18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8608101、0755-8370595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月 18�日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海股份”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557.6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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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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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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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550.03万股，占本次发行规

模的60.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07.60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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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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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9日（周四）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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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镇海石化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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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2日（T-6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证券时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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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