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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719

证券简称：麦趣尔 公告编码：

2014-051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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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于2014年6月30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发布了《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4-043），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麦

趣尔，证券代码：002719）于2014年6月27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4年7月4日、7月11日、7月18日、7月

25日、8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

目前，公司正全力推进相关事项的进展，因部分工作仍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公平性，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麦趣尔，证券代码：002719）自2014年8月

8日（星期五）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70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复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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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因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存在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7�月4�日开市起

临时停牌。 并于2014年7月11日、7月18日、7月25日、8月1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62、

2014-063、2014-065、2014-069）。

近日，公司自公司实际控制人蔡开坚先生及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捷集团” ）处获

悉：上述股东担保债务纠纷的解决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现有关单位正对其进行财务及法律方面的尽

职调查工作，但因其资产负债结构复杂、工作量大，预计短期内无法完成相关工作并出具可行的解决方

案。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独立运作，与蔡开坚先生及中捷集团在业务、

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完全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的能力。 上述事项未对本公司

的运行和经营管理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稳健、业务运转正常。

根据目前实际情况，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中捷股份，股票代码： 002021）自2014年

8月8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002074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

2014-037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为筹划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4年4月1日开市时起停牌。 经公司进一步了解，确认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后，自2014年4月14日起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2014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014年4月18日、2014年4月25日、2014年5月6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2014年5

月13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2014年5月20日、2014年5月27日、2014年6

月4日、2014年6月11日、2014年6月18日、2014年6月25日、2014年7月2日、2014年7月9日， 公司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2014年7月10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延期复牌公告》；2014年7

月17日、2014年7月24日、2014年7月31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上述公告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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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有关规定，公

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前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该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

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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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七日

财通保本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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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财通保本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财通保本混合发起

基金主代码

720003

基金管理人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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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骏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赵媛媛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赵媛媛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4

年

8

月

7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八日

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

600744

编号：临

2014-38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4年7月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因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4年7月4日起停牌。

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 公司向控股股东及有关方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其在湘优质电力资产。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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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14-40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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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14年8月7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现根据有关规定，补充公告关联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序号 关联人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12

月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

万

元

）

净利润

（

万元

）

1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08,172.44 1,194,445.81 609,263.59 18,342.82

2

成都高投盈创动力投 资发展

有限公司

115,758.15 4,265.41 307.15 242.74

3

成都高新区高投小额 贷款有

限公司

39,480.10 33,460.09 6,924.79 3,649.97

4

成都高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715.94 10,900.69 240 412.18

5

成都高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81,251.78 60,131.62 14,645.30 6,720.09

6

成都高投置业有限公司

773,989.76 85,725.31 230,721.00 12,600.07

7

成都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

5,458.07 2,242.93 5,988.22 117.60

8

成都高投科技园物业 服务有

限公司

6,977.89 1,389.57 7,345.24 107.41

9

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47,864.30 147,468.86 3.6 143.63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四年八月八日

股票代码：

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2014-009

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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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

于2014年8月7日收到监事会监事欧阳浩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欧阳浩先生由

于个人原因，提请辞去公司监事会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欧阳浩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

要求， 因此欧阳浩先生的辞职需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填补其缺

额后方可生效，在此期间，欧阳浩先生仍需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欧阳浩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将按照

相关规定和程序尽快聘任新的监事。

公司监事会对欧阳浩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认真、 勤勉的工作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8月7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稳利

C

基金增加

中信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

行”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增加中信银行为南方稳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以下简称“南方稳利C” ）的代销机构。

从2014年8月8日起，投资人可前往中信银行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南方稳利C基金的申购及其他

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中信银行的相关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中信银行客服电话：95558

中信银行网址：bank.ecitic.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2、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

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编号：临

2014

—

024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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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14年 8月 1�日发布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本公司正

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7月31日下午开市时起停牌。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 本公司将

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将本次重组相关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在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后公司股票将及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的投资者及时关注本 公 司 发 布 在《

中 国 证 券 报 》、《上 海 证 券 报 》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的 网 站（http://www.sse.com.

cn）上的相关信息，请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