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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发起

基金主代码

51915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于泽雨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贲兴振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贲兴振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动

离任日期

2014

年

1

月

2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否

注：无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新华泛资源优势混合

基金主代码

51909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桂跃强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崔建波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崔建波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动

离任日期

2014

年

1

月

2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否

注：无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

基金主代码

51909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孔雪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昱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贲兴振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孔雪梅

任职日期

2014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从业年限

6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2

年

过往从业经历

管理学硕士

，

于

2008

年

3

月加入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负责行业研

究

。

现任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监

、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19150

新华优选消费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13

年

11

月

12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昱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动

离任日期

2014

年

1

月

2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否

注：无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51908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李昱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何潇

、

王卫东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何潇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动

离任日期

2014

年

1

月

2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否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卫东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动

离任日期

2014

年

1

月

2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否

注：无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51909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贲兴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桂跃强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贲兴振

任职日期

2014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从业年限

7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2

年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北京城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

，

于

2007

年

9

月加入新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

先后负责研究煤炭

、

电力

、

金融

、

通信设备

、

电子和有色

金属等行业

，

担任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

、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经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19152

新华纯债添利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011

年

12

月

21

日

2014

年

1

月

2

日

519099

新华灵活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13

年

2

月

1

日

-

000434

新华壹诺宝货币

市场基金

2013

年

12

月

3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桂跃强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动

离任日期

2014

年

1

月

2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否

注：无

证券代码：

A

股

600806

证券简称：昆明机床 公告编号：临

2014-001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补充公告

(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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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公布了关于公司债务重组公告，本公司与相关协作厂家、供

应商于近日签订了《债务重组协议》。供方确认放弃对打折部分的权属，不再主张该部分货

款的相关权利，双方认可打折后总额为未付货款金额。 本次债务重组金额以审计师审定数

为准。 根据披露要求，公司现就2013年债务重组对方及债务重组明细公布如下：

单位

：

元

序号 供应商 原债务金额 债务确认金额

打折率

差异

1

昆明昌庆工贸有限公司

5,014,259.69 4,011,407.75 80% 1,002,851.94

2

昆明百思达经贸有限公司

726,622.73 581,298.18 80% 145,324.55

3

昆明泽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844,835.89 4,968,110.51 85% 876,725.38

4,968,110.51 4,222,893.93 85% 745,216.58

4

泰州市滨港电力工具有限公司

1,547,596.97 1,238,077.57 80% 309,519.40

5

昆明中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000,000.00 2,520,000.00 84% 480,000.00

2,520,000.00 2,167,200.00 86% 352,800.00

6

天津迈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16,258.00 1,213,006.40 80% 303,251.60

7

昆明成量鑫经贸有限公司

3,658,116.53 3,109,399.05 85% 548,717.48

3,109,399.05 2,642,989.19 85% 466,409.86

8

昆明凡力科技以有限公司

736,926.89 589,541.51 80% 147,385.38

9

昆明康奥贸易有限公司

2,959,496.12 2,348,628.34 79% 610,867.78

10

昆明宇峰经贸有限公司

3,368,722.31 2,863,413.96 85% 505,308.35

2,863,413.96 2,433,901.87 85% 429,512.09

11

云南万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3,087,207.29 2,624,127.90 85% 463,079.39

2,624,127.90 2,230,508.72 85% 393,619.18

12

昆明联昂科技有限公司

889,623.35 756,179.85 85% 133,443.50

756,179.85 642,752.87 85% 113,426.98

13

昆明正岗商贸有限公司

2,047,845.40 1,740,668.59 85% 307,176.81

14

安宁物资回收总公司

908,121.10 744,659.30 82% 163,461.80

15

云南吉韵凯经贸有限公司

2,000,000.00 1,700,000.00 85% 300,000.00

16

昆明三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

司

2,645,125.16 2,116,100.13 80% 529,025.03

17

北京万宁鼎盛商贸有限公司

461,316.30 369,053.04 80% 92,263.26

18

云南新欣物资有限公司

1,442,024.73 1,225,721.02 85% 216,303.71

19

昆明川辽达贸易有限公司

944,362.39 802,708.03 85% 141,654.36

20

沧州明源机床机械制有限公司

9,444,353.00 7,555,482.00 80% 1,888,871.00

21

昆明明尚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1,813,192.72 1,450,554.18 80% 362,638.54

22

昆明洋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20,027.49 96,021.99 80% 24,005.50

23

浙江精益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565,323.66 480,525.11 85% 84,798.55

24

昆明帝俊商贸有限公司

1,743,326.52 1,481,827.54 85% 261,498.98

25

云南诚然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218,037.00 174,429.60 80% 43,607.40

26

河南省重矿起重机有限公司

1,936,553.13 1,587,973.57 82% 348,579.56

27

昆明科电科技有限公司

3,029,023.92 2,574,670.33 85% 454,353.59

2,574,670.33 2,188,469.78 85% 386,200.55

28

嵩明县小街保旺五金加工厂

817,166.94 653,733.55 80% 163,433.39

29

云南省曲靖市天银有限责任公

司

6,869,239.81 6,525,777.82 95% 343,461.99

30

云南迈森贸易有限公司

717,986.00 610,288.10 85% 107,697.90

31

昆明勃发贸易有限公司

273,236.90 218,589.52 80% 54,647.38

32

昆明发那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69,659.98 135,727.98 80% 33,932.00

33

成都中力天元云南分公司

289,875.76 231,900.61 80% 57,975.15

34

沧州明源机床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4,044,799.46 3,438,079.54 85% 606,719.92

3,438,079.54 2,750,463.63 80% 687,615.91

35

昆明旭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10,138.00 88,110.40 80% 22,027.60

36

云南南宇电器有限公司

519,134.71 415,307.77 80% 103,826.94

37

昆明轴研精密轴承销售有限公

司

1,144,735.98 973,025.58 85% 171,710.40

38

昆明诚创科技有限公司

1,155,475.00 982,153.75 85% 173,321.25

39

廊坊天机床配套有限公司

1,452,790.29 1,162,232.23 80% 290,558.06

40

上海斯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184,085.00 1,006,472.25 85% 177,612.75

41

济宁瑞特尔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113,354.00 90,683.20 80% 22,670.80

42

济宁瑞特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0,335.80 8,268.64 80% 2,067.16

43

烟台开发区博森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3,161,946.15 2,529,556.92 80% 632,389.23

44

昆明恩斯克经贸有限公司

1,421,869.50 1,208,589.08 85% 213,280.42

45

昆明上阀商贸有限公司

673,897.83 539,118.26 80% 134,779.57

合计

108,652,006.54 91,020,380.64 17,631,625.90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600776 900941

股票简称：东方通信 东信

B

股 编号：临

2014-001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点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机构：宁波银行杭州分行

●委托贷款对象：深圳市天美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天美成” ）

●委托贷款金额：9000万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10%

质押与担保：

（1）北京光华贰陆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光华” ）以其持有的华数传

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156）900万限售流通股股票提供质押担保。

（2）深圳天美成法定代表人周丽云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已委托银行向深圳天美成累计发放委托贷款1.446亿元人民币。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公司与宁波银行杭州分行、深圳天美成签署《委托贷款合同》，公司委托宁波银行杭州

分行贷款9000万元人民币给深圳天美成， 委托贷款期限为 1� 年， 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10%。 北京光华以其持有的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156）900万限售流

通股股票提供质押担保。 深圳天美成法定代表人周丽云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上述委托贷款已于近日发放，相关合同正式生效。

上述贷款之前公司已通过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向深圳天美成发放委托贷款5460万元人

民币， 委托贷款期限为 1�年， 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10%（2013年10月16日年利率变更为

12%）。 深圳天美成以其持有的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156）308万限

售流通股股票提供质押担保以及上海唯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 “上海市浦东新

区羽山路252号795.69平米房地产” 提供抵押担保。 深圳天美成法定代表人周丽云提供无

限连带责任担保。

以上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上市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0年2010� 年 4�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修改公司短期投资授权规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在累计不超过最近会

计年度末股东权益 30%的短期投资决策，其中单笔投资额不超过 2.5�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 5.966�亿元人民币，故本次委托贷

款由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策后实施。

二、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信用评级情况及其交易履

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委托贷款对象名称：深圳市天美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菩提路68号金桂大厦A座3楼

法定代表人：周丽云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主要股东：根据深圳天美成《公司章程》，肖文兰持股45%，周丽云持股40%，

陈钰持股10%，姜淑娟持股5%。

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深圳天美成的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贸易以及进出口业务，该公

司目前经营正常、管理规范。

3、委托贷款对象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委托贷款对象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其它关系。

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2012年度经过审计），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净利润等：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2012

年度

8,390 8,390 -63

2013

年

10

月

14,326 8,326 -64

三、担保方基本情况

担保方周丽云，是深圳天美成的法定代表人，深圳天美成的第二大股东。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资金较为充裕，在保障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基础上，将暂时闲置的

资金进行风险相对可控的委托贷款，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及效益。

五、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除非国家宏观经济持续恶化，导致质押物和保证人的偿债能力受到影响。

六、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扣减收回的款项后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 5.966�亿元人

民币，所有委托贷款均到期按时收回或提前收回，逾期金额为 0�元。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宁波银行杭州分行、深圳天美成签署的《委托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3�日

证券代码：

600992

证券简称：贵绳股份 编号：

2014-001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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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13］1134号《关于核准贵州钢绳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绳股份”

或“公司”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80,720,000股，发行价

5.70�元/股，共募集资金460,104,0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14,523,840.00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445,580,160.00元。 上述资金于2013年12月10日到账，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2013]3-3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规

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八七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营业部、遵义

市汇川区农村信用社合作联社营业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万里路支行、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开立专户存放募集资金，并与银行及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3年12�月31日，公司（甲方）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与募集资

金专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八七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

营业部、遵义市汇川区农村信用社合作联社营业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万里

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等五家银行（乙方）分别签署了《贵州钢绳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具体如下：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

元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八七支行

2403021229200012497 105,580,16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营业部

132025729937 80,000,000.00

遵义市汇川区农村信用社合作联社营业部

2194010001201100058209 100,00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万里路支行

523060200018170762331 80,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

755915942410308 80,000,000.00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年

产15万吨金属制品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存放的募集资金，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规范管理和使用。 甲方承诺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

现金管理、补充流动资金和存放定期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

行管理，并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的投资产品、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

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

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程从云、桑继春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甲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

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一月二日

股票代码：

601999

股票简称：出版传媒 编号：临

2014-001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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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25日，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

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

案》，同意公司滚动使用不超过4.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投资理财产品。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

风险银行理财产品，有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2013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6,2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盛京银行红玫瑰理财3号” 短期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7%，起止期限为2014年1

月2日至2014年3月28日。

二、累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报告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投资理财产品金额累计58,746万

元，其中，尚未到期理财产品余额41,646万元。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

关，谨慎决策，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将与该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

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四、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1、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002018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2014-001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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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4月8日召开

的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3�年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决定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本公司2013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

近日，公司收到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会计师事

务所名称变更的函》，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关于印发＜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

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的规定，经北京市财政局批复，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转制工作，并更名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规定，转制后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继续履行

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本次转制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

或者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

公司 2013�年度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或者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

所事项，公

司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985

证券简称：雷鸣科化 编号：临

2014-001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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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同意

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 有限公司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

2014年1月2日，公司收到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关于名称

变更的通知函，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关于印发<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

殊普通合伙形式的暂时规定>的通知》的规定，经北京财政局批复，华普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事务所转制工作，并更名

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规定，转制后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继续履行

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本次转制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

或者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

公司聘请的2013年度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特此公告。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4001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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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2日，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丽江玉龙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640号)，就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批复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8,843,777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尽快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宁

电话:0888-5306320

传真:0888-5306333

2、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陈伟 许刚

联系人:杨济云

电话:021-60933177

传真:021-60933172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3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601018

编号：临

2014－001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份及年度

部分生产经营业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12月份，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3977万吨，同

比增长11.5%；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42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2.9%。

2013年度，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48855万吨，同比增

长9.8%；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18.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1%。

本公告所载 2013年12月份及年度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 与最

终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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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问询事项及回复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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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将12月份投资者问询的主要事项及公司回复情况整理并公告如

下：

一、投资者问询与公司回复情况

1、公司土地资产出让工作在年内能否完成？

公司已于2013年12月31日依法合规顺利完成了土地资产出让的全部工

作。

2、今年三季度公司亏损近9000万，年末能否扭亏？ 公司什么时间公告2013

年度年报？

公司上下一直在努力争取扭亏为盈，具体情况请见公司公告。公司年报公

布时间预约为3月14日。

二、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