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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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信达澳银慧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信达澳银慧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消费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转型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鑫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新目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健康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安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新征程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新起点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先进智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核心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量化多因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达澳银安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达澳银科技创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匠心臻选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周期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星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至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新能源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领先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在本公司

网站(www.fscin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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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888-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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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6 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21 年第 3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 2021 年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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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次 2021 年第 3 季度报告涉及部分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全称

1 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2 平安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 平安 MSCI 中国 A 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 平安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 平安中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 平安鼎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平安鼎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8 平安港股通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 平安中债-0-5 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 平安行业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平安深证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平安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平安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平安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平安股息精选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平安惠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平安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平安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2 平安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3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平安合慧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6 平安 MSCI 中国 A 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7 平安合丰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8 平安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平安合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1 平安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平安惠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4 平安合意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5 平安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平安 0-3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平安合泰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8 平安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平安合盛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0 平安高等级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平安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2 平安乐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3 平安 5-10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平安惠澜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平安惠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6 平安合润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7 平安盈丰积极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48 平安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50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1 平安估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平安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3 平安添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4 平安合庆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5 平安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 平安惠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7 平安研究睿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 平安低碳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 平安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 平安瑞兴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 2025 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62 平安双季增享 6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3 平安恒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 平安兴鑫回报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 平安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6 平安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 平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8 平安惠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9 平安惠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0 平安合进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1 平安惠信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2 平安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3 平安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 2021 年第 3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fund.
pingan.com/index.s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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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00-4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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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6 日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
2021 年第 3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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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灵活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优选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
新华增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活期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新华增盈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万银多元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战略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积极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科技创新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丰盈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外延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恒益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安享多裕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日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 MSCI 中国 A 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 MSCI 中国 A 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新华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安享惠泽 39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精选成长主题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新华景气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安享惠融 8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安康多元收益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行业龙头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科技 3 个月滚动持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2021 年第 3 季度报告全文

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nc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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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1988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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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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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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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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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久盛电气

（二）股票代码：30108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61,649,41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40,412,353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 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 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5.48元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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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14.6696 元 / 股，超过幅

度为 5.52%；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 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T-3 日）发布的该

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43.59倍，本次发行市盈率为 32.43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但未来仍存在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

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

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

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凤路 1000号

联系人：范国华

联系电话：0572-222� 8297

传真：0572-222� 8166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保荐代表人：闫坤、张阳

联系电话：0755-8294� 3666

传真：0755-8294� 3121

发行人：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6日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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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
露于以下中国证监会六家信息披露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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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网（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所

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拓新药业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０８９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２，６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３，１５０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
尚处于成长期、经营风险高、业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１９．１１元 ／股，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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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数孰低值２４．９８３１元 ／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Ｃ２７）医药制造业”。 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２日（Ｔ－４日）发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为３８．０２倍，同行业可比公司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归母
净利润摊薄后平均市盈率为３０．８３倍，本次发行对应的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２．６５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但仍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
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
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
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乡市高新区静泉西路３９８号
法定代表人：杨西宁
联系人：阎业海
电话：０３７３－６３５１９１８
传真：０３７３－６３５１９１９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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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王颢
保荐代表人：常江、彭德强
电话：０７５５－２８７７７９８０
传真：０７５５－２８７７７９６９

发行人：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10月26日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机集团”、“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319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运机集团”，股票代码为“001288”。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投资
者报价及拟申购数量情况、有效认购倍数、发行人基本面及所处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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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4.55元/股，发行数量为4,000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400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1,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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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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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95,83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22,284,326.5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4,17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515,6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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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7,41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8,162,417.35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583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7,582.65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及时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证券账户号

（深市）
初步获配数

量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数量
（股）

1 罗远良 罗远良 0098708344 123 1, 789.65 123

2 吴森岳 吴森岳 0141288432 123 1, 789.65 123

3 欧霖杰 欧霖杰 0220985544 123 1, 789.65 123

4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0800023435 123 1, 789.65 123

5 黄强 黄强 0227529401 123 1, 789.65 123

6 谢晶 谢晶 0158002139 123 1, 789.65 123

7 陈留杭 陈留杭 0036096024 123 1, 789.65 123

8 吴志泽 吴志泽 0063741930 123 1, 789.65 123

9 吴婷婷 吴婷婷 0232866072 123 1, 789.65 123

10 陈增淑 陈增淑 0022148563 123 1, 789.65 123

11 李卫红 李卫红 0103275914 123 1, 789.65 123

12 郑林 郑林 0100012111 123 1, 789.65 123

13 张晓冰 张晓冰 0130906887 123 1, 789.65 123

14 司书彬 司书彬 0302191598 123 1, 789.65 123

15 邹刚 邹刚 0700051165 123 1, 789.65 123

16 吕建卫 吕建卫 0028195156 123 1, 789.65 123

17 陈震萍 陈震萍 0088222015 123 1, 789.65 123

18 张慧嫔 张慧嫔 0129869684 123 1, 789.65 123

19 杨竣凯 杨竣凯 0255228510 123 1, 789.65 123

20 秦夕中 秦夕中 0155466529 123 1, 789.65 123

21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0800132388 123 1, 789.65 123

合计 2, 583 37, 582.65 2, 58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106,753股，包销金额为1,553,256.15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7%。
2021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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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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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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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81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