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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978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45

债券代码：

123000

债券简称：

09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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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7月14日

披露了《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司因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4年7月14日起连续停牌。2014

年7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在推进该事项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交易

方案正处于进一步论证与完善阶段。 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预案或报告书，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2014-068

转债代码：

128002

转债简称：东华转债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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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7月22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发布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4-068）。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各相关方正积极推进本次购买资产的各项工

作，目前尚未有突破性进展，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及可转债将继续停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239

证券简称：金飞达 公告编号：

2014-041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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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二级市

场股票价格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金飞

达；证券代码：002239）已于2014�年 7�月 21�日（周一）开市起停牌（详见

公司在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4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有关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金飞达；证券代码：

002239）将于2014年7月28日（周一）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

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金谷源 公告编号：

2014-30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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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大股东北京

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公司已经申请股

票交易于2014年6月13日13时0分起停牌，并相继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及《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目前该事项仍在继续筹划中，尚具有

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金谷源，股票代码：

000408）自2014年7月28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公告后

复牌。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4-

【

016

】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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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披露重大事项，

已于2014年7月22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经确认，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百润股份，证券代码：002568）于

2014年7月2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30个自然

日，即承诺争取在2014年8月26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复

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

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

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8月26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

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提出延

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如公司

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

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

交易。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冠福家用 编号：

2014-060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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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5月19日

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冠福家

用，证券代码：002102）根据有关规定自2014年5月19日开市起按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停牌。 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26日、6月3日、6月9日、6月23日、6月30

日、7月7日、7月14日、7月21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

告》，并于2014年6月16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内容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对标的公司的尽

职调查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审计、评估等工作进展顺利，与此次重组相关的

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在内的各类文件正在进一步准备中。 公司董事会将

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

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62

证券简称：南通科技 编号：临

2014

—

041

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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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南通科技）于2014年3月3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递交了《公司股票停牌申请》，公司股票于2014年3月3

日起停牌，次日公司披露了《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4年3月10日、3月

17日，公司披露了《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2014年3月24日，公司披露

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明确了公司股票停牌涉及公司的重大

资产重组， 公司股票自2014年3月24日起连续停牌。 2014年4月23日、5月23

日、6月23日公司连续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4年4月23日连续停牌至2014年8月21日。

经本次重组各方进一步协商，达成的重组框架方案主要包括：（1）公司实

际控制人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产控集团）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

股票无偿划转至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航高科）及相关方持有；

（2）公司将部分亏损业务资产出售给产控集团；（3）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中航高科及相关方与材料研发、生产及应用相关的业

务资产；（4）本次重组配套募集不超过交易总金额25%的现金，由中航高科及

相关企业全额认购。 本次重组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本次

重组具体方案细节也正在进一步深入协商和沟通中。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

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密切关注事项进展

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07

证券名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

2014－015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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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于 2014�年 7�月28日开市起复牌。

一、传闻情况

2014年7月24日，某媒体刊登了关于公司财务总监涉案的文章。 该文章主

要涉及以下事项：

质疑公司财务总监王炯属于在逃人员， 从去年12月至今被公安网络追逃

一直未归案。 公司信息披露存在违规之处。

二、澄清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

述事项澄清如下：

公司就媒体质疑事项真实性进行了核实。2009年，北京中证万融医药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并购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户县沣京工业园区的西安世纪盛

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盛康” ），成为持有世纪盛康70%股份的控

股股东。 随着世纪盛康的高速发展和效益的急剧增长，2013年3月， 小股东杨

帆、舒满平和吴芳（杨帆之母）与70%控股股东发生纠纷。 随后，户县公安局介

入并调查，世纪盛康全面配合了公安调查，提供了涉案的全部财务资料。 时任

世纪盛康财务总监的王炯先生积极配合调查、接受询问。王炯先生本人对媒体

报道中提及的“公安内网所查询到的信息” 并不知情，也没有收到过与之相关

的司法文书，王炯先生表示本人不存在媒体报道中所述“隐匿会计凭证和财

务账簿而涉嫌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 的行为。

王炯先生于2012年5月至2013年11月任世纪盛康财务总监职务，于2013年

11月至2014年7月21日任世纪盛康董事职务。经确认，王炯先生现已不担任西安

世纪盛康药业有限公司任何职务。 王炯先生自2010年11月担任沃华医药财务总

监职务，2014年6月担任沃华医药董事至今，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可以正常履行工作职责。公司目前尚未接到公安机关

出具的相关司法文书。 董事会提名王炯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

规定。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工作也处于正常运作中。 公司一直严格按公司章

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信息披露违规情形。

三、必要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2014-069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于

2014年 5�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研究确认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于

2014� 年 6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并申请股

票继续停牌。 2014年7月2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

牌公告》 并申请股票延期复牌。 公告详情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日，此次重组的各项工作仍在积极推进中，各中介机构的相关

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事项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截至本公告日，鉴于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2014-070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补充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7月28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现

就公告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

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并将在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公告后恢复股票交易。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1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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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宝鹰股

份” ） 于2014年7月1日发布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6），因市场出现有关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古少明先生的言论，需

要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 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6月30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并于

2014年7月7日、7月14日、7月21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4-037、2014-038、2014-039）。

2014年7月24日，相关公共媒体出现“宝鹰股份董事长古少明或失联” 的

报道。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司需对上述相关事项进一步

核实。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的有关规定，为维

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宝鹰股份，证券代码：002047）将继续停牌。

宝鹰股份目前主要经营主体是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宝鹰建设” ），宝鹰建设是宝鹰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宝鹰建设现任董事

长为古少波先生、总经理为成湘文先生。古少明先生是宝鹰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及董事长兼总经理，不参与宝鹰建设的实际经营活动。

目前，宝鹰股份及宝鹰建设等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有序开展。宝鹰股份

已于2014年7月21日披露了2014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为：

2014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2,05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77%；

实现营业利润15,8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13%；实现利润总额15,967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32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6.13%。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要以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所刊登的公司公告信息为准。 待有关事项核实后，公司将及时发布公告，

同时申请股票复牌。 因股票停牌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5日

其他停牌：

建投能源 (000600)、 中山公用 (000685)、 林州重机 (002535)、 乐视网

(300104)、福星晓程(300139)、长亮科技(300348)特别停牌

山西焦化(600740)、中储股份(600787)、*ST大化B(900951)因重要事项未

公告，自7月28日起连续停牌。

(

下转

B002

版

)

天成控股(600112)公布关于与河北

保定市签订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

战略合作框架书的公告。

弘业股份(600128)公布2013年度利

润分配实施公告。

乐凯胶片 (600135) 公布提示性公

告。

巢东股份(600318)公布2013年度分

红派息实施公告。

美克股份(600337)经公司申请，并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 公司证券简称

自2014年8月1日起变更为 “美克家

居 ” ， 证 券 代 码 保 持 不 变 ， 仍 为

“600337” 。

龙溪股份(600592)公布2013年度

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青岛啤酒(600600)公布2013年度A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丰华股份(600615)公布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海立股份(600619)公布2013年度利

润分配实施公告。

通策医疗(600763)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通策医疗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

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

投资设立舟山口腔医院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南通科技(600862)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中国建筑(601668)公布重大项目公

告。

川仪股份(603100)公布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

康尼机电(603111)公布首次公开发

行A股网上按市值申购发行摇号中签结

果公告。

中材节能(603126)公布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禾丰牧业(603609)公布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新城B股(900950)公布2013年公司

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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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基金

代码 简称

2014

中期基本

每股收益

(

元

)

2013

中期基本

每股收益（元）

2014

中期净资

产收益率（

%

）

2013

中期净资

产收益率（

%

）

2014

中期营业收入

（万元）

2013

中期营业收入

（万元）

2014

中期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万元）

2013

中期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万元）

分配预案

000407

胜利股份

0.0210 0.0060 1.2000 0.3300 124,096.62 109,883.54 1,341.86 359.04

000806

银河投资

-0.0181 -0.0235 -1.5600 -2.0200 27,899.75 37,674.73 -1,265.43 -1,646.24

300375

鹏翎股份

0.8000 0.7500 8.6600 10.9200 55,593.86 47,516.69 6,965.20 5,758.68

600763

通策医疗

0.3200 0.3000 9.3100 10.9100 25,619.45 20,117.14 5,069.09 4,833.99

注

:

截至

7

月

28

日已有

81

家公司公布中报，其中沪市

23

家，深市

58

家。

上市公司2014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指标一览表

中冠A(000018)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的公告。

深桑达Ａ(000032)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宏源证券(000562)公布控股股东拟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威孚高科(000581)公布股改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提示公告。

黔轮胎Ａ(000589)公布“11黔轮

债” 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

法的第二次提示公告。

西藏矿业(000762)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变更为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公司股

票复牌的公告。

北京旅游(000802)公布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的公告。

紫光股份(000938)收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宝鹰股份(002047)公布重大事项停

牌的进展的公告。

得润电子(002055)公布复牌公告。

云南旅游(002059)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延期复牌及进展的公告。

东华软件(002065)公布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冠福家用(002102)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沃华医药(002107)公布澄清公告。

正邦科技(002157)发布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ST常铝(002160)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

批复。

金飞达(002239)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的公告。

华昌化工(002274)公布非公开发行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公告。

万马股份(002276)公布2014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的公告。

星网锐捷(002396)公布控股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进展的公告。

辉丰股份(002496)公布股票复牌的

公告。

张化机(002564)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的补充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布关

于长信利众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利众A份额开放申购、赎回业务提示性公

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

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非现场方式申购、定投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国

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第四

个保本期到期及转入第五个保本期的第

二次提示性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调整旗下部分基金单笔申购最低金额及

定期定额申购最低金额的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

于民生加银岁岁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的

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南

方多利增强债券A基金增加邮储银行为

代销机构并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

于农银汇理策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旗

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基金定投业务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代码 简称 版位

600112

天成控股

B003

600128

弘业股份

B003

600135

乐凯胶片

A32

600600

青岛啤酒

B003

600862

南通科技

B001

600978

宜华木业

B001

601668

中国建筑

A32

603100

重庆川仪

A20

603111

康尼机电

A20

603126

中材节能

A20

603609

禾丰牧业

A20

900950

新城

B

股

A17

银华中证中票

50

指数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A30

益民服务领先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29

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A21

汇添富实业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A31

泰达宏利高票息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007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B005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B006

长信基金

A09

国泰基金

B003

工银瑞信基金

A32

海富通基金

A17

摩根士丹利华鑫

基金

B003

民生加银基金

A26

诺安基金

A09

南方基金

A09

农银汇理基金

A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