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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39

证券简称：金飞达 公告编号：

2014-47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7月21日开市起停牌。 经

公司进一步了解确认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后， 于2014年8月4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2014年8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于2014年8月6日披露。

公司于2014年8月11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

告》。 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公司股票于2014

年8月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

及的各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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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交所关于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在公司股票停牌期

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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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公告。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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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70

证券简称：舜元实业 公告编号：

2014-063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及证券简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4�年7�月 28�日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

称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公告编号：2014-06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

7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变更的工商变更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并已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公司中文名称由“舜元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由

“Sunyoung� Industry� Development� Co.,� Ltd.” 变更为“Infotmic� Co.,Ltd.” ；公司经营范围由

“工业、商业、房地产行业的投资经营及相关咨询与服务；交通、通讯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经营

及相关咨询与服务；其他实业投资（上述营业范围涉及许可经营凭许可证经营）”变更为“集成电路芯

片、电子产品及计算机软硬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研发、设计和销售；数据收集、分析

与数据服务；数据管理软件产品以及数据管理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销售；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投资公司、从事实业投资活动（不含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

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2014年8月18日起，公司证券简称由“舜元实业” 变更

为“盈方微” ，证券代码保持不变，仍为“000670” 。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51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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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鸿达兴业；股票代码：002002）将于2014年8月18日（星期一）开市

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53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

2014-44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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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4年8月11日发

布了《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43），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8月11日开市起停牌。

目前本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系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鉴于该事项正处于谈判及相关方案论

证阶段，仍存在重大不确定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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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 石基信息； 证券代码：

002153）自2014年8月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将在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在公司法定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金谷源 公告编号：

20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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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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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4-071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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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3月26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中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12,000万元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以下简称“闲置资金” ）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自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14-019。

2014年8月14日，公司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资金共计2,000万元已经归还到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归还上述闲置资金共2,000万元，剩余未归还闲置资金10,

000万元，公司将按照规定于2014年9月26日前完成剩余闲置资金的归还工作。公司已将上述闲置资金

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5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海惠祥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销售

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证

券” ）及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 ）签署的相关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

理补充协议，从2014年8月18日起，华鑫证券及同花顺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中海惠祥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待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正式生效后，再适时开办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其他相关业务，具体认购程序及相关事宜

以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鑫证券

客服热线：021-32109999；029-68918888；4001099918

公司网址：www.cfsc.com.cn

2、同花顺

客服电话：4008-773-772

公司网址：www.5ifund.com

3、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788（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www.zhfund.com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4-

【

020

】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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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7月28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16】），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证券简

称：百润股份，证券代码：002568）已于2014年7月28日开市起申请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2014年8月1日， 公司发布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

【017】），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14年8月4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18】）。 2014年8月11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4-【019】）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本次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正在进行协调、

沟通和确认，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正在进行商讨、论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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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本公司股

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155

证券简称：川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6

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述或者重大遗漏。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化工” ）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

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7月28日开市起停牌。

2014年8月14日，公司刊登了《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权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

告》，在保证四川化工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前提下，四川化工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

让所持占公司总股本16%及以上的股权（即7,520万股及以上）。

目前，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鉴于四川化工能否在本次公开征集所规定的到期日征

集到拟受让方存在不确定性，以及需经相关部门的审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

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票自2014年8月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及时公告并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

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201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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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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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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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2014-050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正在讨论重大事项。 因该事项的方案有待进一步论证，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

票价格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18日开市起停牌，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后复牌并披露有关结果。

公司将及时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前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