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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发制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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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2日发布

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22），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8月4日开市起停牌。 2014年8月7日公司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分别于2014

年8月9日、2014年8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证券日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24、2014-025)。

目前，中介机构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正在开展对涉

及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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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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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的进展公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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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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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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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18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4年8月19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35）。

鉴于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仍在商议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

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远东传动，股票代码：002406）于

2014年8�月25�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相关事项，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披露相关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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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2008］38号公告）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

的参考方法》的原则和有关要求，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2014年8月22日起采用“指

数收益法” 对所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进行估值，直至其恢复交易。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估值结果对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

基金名称

持有的长期停牌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对前一估值日

基金资产净值

的影响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神州泰岳

300002 0.26%

上述估值政策和有关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及各托管银行复核确认。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所持宜华地产（

000150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宜华地产（000150）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为使本基

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的要

求，经与托管行协调一致，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决定自2014年8月22日起对公司旗下产品持有的宜华地产

（000150）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

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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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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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筹

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

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

票自2014年8月25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

起的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2日

报备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的停牌申请书

（二）公司董事会的承诺书

证券简称：

*ST

天威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4-077

债券简称：天债暂停 债券代码：

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所持公司股票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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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收到大股东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集团” ）

通知， 天威集团于近日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发出的相关法律文书。

因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诉天威集团等公司企业借贷纠纷

一案， 天威集团持有本公司的89,285,715股股票已于2014年8月12

日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冻结期限2年；因国家开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天威集团等公司融资借款合同及撤销权纠纷一案，

天威集团持有本公司的352,280,640股股票已于2014年8月13日被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冻结期限2年（关于该案件情况，详

见2014年7月23日、8月14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上的相关公告）。

天威集团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为352,280,640股，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25.66%（关于天威集团持有本公司股票被冻结、 轮候冻结等

情况详见2014年1月30日、3月8日、3月25日、5月27日、6月14日公司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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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逾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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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乐电天威” ）

为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的参股

公司，本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

2013年8月20日， 本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

朝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保定朝阳支行” ）向乐电天威提供了一笔

金额为513万元的委托贷款。

近日，工行保定朝阳支行向乐电天威发出了《中国工商银行催

收到期贷款通知书》，并抄送本公司，称上述委托贷款已于2014年8

月18日到期，要求乐电天威抓紧筹措资金，尽快偿还。

本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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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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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8月22日上午9: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8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一号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7层多功能厅

（四）会议表决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837,668,57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6%。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21,365,98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1.5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16,302,58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62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

相关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票837,668,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二）审议通过了选举马蔚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票837,668,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票25,308,33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上述各项议程内容，请详见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27日和2014年7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李明国先生、孙其明先生

（三）结论性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本次大会的提案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007

股票简称：中国国贸 编号：临

2014-024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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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8月2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出席12

人，会议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分别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选举马蔚华先生为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二、选举马蔚华先生为本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任克雷先生为本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召集人。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2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变更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2008］38号公告，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以及中国证券

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下简称“《参

考方法》”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08年9

月16日发布了《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公告》， 本公司于2008年9月16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

等估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资产净值影响超过0.25%的投资品种的公允价值按

照“指数收益法”估值确定。

2014年8月22日， 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信邦制药”（股票代码

002390）、“掌趣科技 ”（股票代码 300315）、“乐视网 ”（股票代码

300104）、“凯利泰”（股票代码300326）继续停牌，本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

法规规定以及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

致，决定于2014年8月22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上述股票采用“指

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复牌后，若本基金管理人综合参考

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人协商，认为该证券交易当日的收盘价能客观反

映其公允价值的，本公司将采用收盘价对其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

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敬请投资

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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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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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14年8月21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74,220,700股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根据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2014年7月15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八

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

案》、《关于调整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确定

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议案》，同意向1,800名激励对象授予

9,046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65元/股。 确定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日为2014年7月15日。 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在公司批准的拟授予激励对象的9,046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认购过程中， 有244名激励

对象自愿放弃全部获授的限制性股票883万股，313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部分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740.93万股，激励对象共计放弃1,623.93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实际向1,556名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74,220,700股限制性股票。

（二）实际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序号 姓名 职 务

本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数

量

(

万股

)

占本次实际授

予限制性股票

总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

总股本的

比例

1

吴 微 副总经理

35 0.47% 0.0111%

2

黄汉杰 董事

、

副总经理

30 0.40% 0.0095%

3

胡有成 副总经理

、

能源事业部总经理

30 0.40% 0.0095%

4

胡述军 副总经理

30 0.40% 0.0095%

5

郑 岩 副总经理

30 0.40% 0.0095%

6

尤智才 总会计师

30 0.40% 0.0095%

7

郭俊香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30 0.40% 0.0095%

8

刘宏伟 输变电产业集团总经理

30 0.40% 0.0095%

9

贾 飞 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

30 0.40% 0.0095%

10

李边区 董事

、

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35 0.47% 0.0111%

11

王嵩伟 输变电产业集团副总经理

25 0.34% 0.0079%

12

刘红霞 输变电产业集团副总经理

25 0.34% 0.0079%

13

王 健 输变电产业集团总工程师

20 0.27% 0.0063%

14

赵勇强 能源事业部总工程师

25 0.34% 0.0079%

15

核心管理

、

技术

（

业务

）

人员共

1,542

人

7,017.07 94.54% 2.2164%

合计

7,422.07 100.00% 2.3444%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一）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4年，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计算。

（二）锁定期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即被锁定，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

还债务。 锁定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配股股份、 增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锁定， 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

让，该等股票的解锁期与相应限制性股票相同。

（三）解锁期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锁期及各期解锁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

票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第二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 则当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

司回购注销。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4年8月8日出具XYZH/2014URA3006

《验资报告》，认为：截至2014年8月7日止，公司实际已收到吴微、黄汉杰等1556人缴纳的

出资款419,346,955.00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74,220,700.00元（柒仟肆

佰贰拾贰万零柒佰元整），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345,126,255.00元（叁亿肆仟伍佰壹拾贰

万陆仟贰佰伍拾伍元整）。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2014年8月21日办理完毕限制性股票变更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股份的变动登记情况详见本公告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

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由11.92%变更为11.65%，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未导致第一大股东

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74,220,700 74,220,7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165,912,986 0 3,165,912,986

总计

3,165,912,986 74,220,700 3,240,133,686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实施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所募集的资金总

额419,346,955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74,220,700股（不含预留部分），运用基于B-S股

票期权模型的定价模型测算授予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总额为

11,669.43万元，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总额为11,669.43万元，该会

计成本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各个锁定期内进行摊销，摊销情况如下：

年度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合计

限制性股票摊销成本

(

万元

) 3,551.25 5,206.44 2,283.46 628.28 11,669.43

股权激励成本在经营性损益中列支， 将对首期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各年度净利润有所

影响，从而对业绩考核指标中的净利润增长率指标造成一定影响。 但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3日

●报备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验资报告。

证券代码：

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2014-47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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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 4月 21�日召开了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

在不超过人民币2.8亿元的部分闲置超募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同意公司各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

见2014年3月2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4-17）。

根据上述决议，2014�年8月2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腾资

讯” ）分别以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和暂时闲置自有资金5000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华林

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购买了“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52190号理财计划” 理财产品，并签署了

《招商银行公司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 现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上述理财产品的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 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52190号理财计划（区间型）

2、产品代码：52190

3、理财币种：人民币

4、本金及理财收益：保底利息4.50％

5、产品期限：105天

6、成立日：2014年8月21日

7、到期日：2014年12月2日

8、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9、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公司：3000万元

升腾资讯：5000万元

10、资源来源：

公司：暂时闲置的部分募集资金。

升腾资讯：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11、风险揭示：

①本金及理财收益风险：本理财计划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类，有投资风险，只保障理财资金本

金（有条件保本），不保证理财收益，您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本理财计划有条件保证本金，即

投资者持有本理财计划到期或招商银行提前终止该理财计划时，招商银行承诺理财本金保证，超出招商

银行保障范围的本金损失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在最不利投资情形即投资者违约赎回的情况下，可能

会损失部分本金。

②理财计划认购风险：如果理财计划不成立，投资者除无法获得本理财计划约定的投资收益外，还

将影响其投资安排。

③提前终止风险：如果本理财计划提前终止，则该理财计划的实际理财期将小于34天，投资者将无

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同时实际理财天数的减少还将影响其投资安排。

二、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控股子公司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保本型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公司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审计、核实。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制定《投资理财管理制度》，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投资理财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核流

程、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投资风

险。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交通银行均无关联关系。

（二）截至公告日，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累计投资净额28,0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购买的理财产

品累计投资净额32，0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累计投资净额合计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3年）经审计的总资产的16.57%。

（三）截至公告日，已到期理财产品及其收益情况如下：

1. 2014年2月13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7,000万元，向招商银行华林支行购买了“招商银行点

金股指赢52060号理财计划”（详见公司于2月1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4））该产

品已于2014年5月7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7，000万元和收益81.51万元已如期到账。

2. 2014�年5月9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锐捷网络以闲置自有资金3，000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林支行购买了“点金股指赢52103号理财计划” 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5月1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30））该产品已于2014年6月11日到期，购买该理财

产品的本金3，000万元和收益13.52万元已如期到账。

3. 2014�年5月8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锐捷网络以闲置自有资金8,000�万元人民币向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屏山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屏山支行” ）购买了“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黄金挂钩三

层区间型w01）”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5月1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4-29）） 该产品已于2014年6月16日到期， 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8，000万元和收益

35.95万元已如期到账。

4. 2014年5月14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暂时闲置自有资金0.5亿元

向交通银行购买了“蕴通财富·日增利30天” 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5月1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31））该产品已于2014年6月13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5，000

万元和收益19.32万元已如期到账。

5. 2014年5月14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林支行（以下简

称“招商银行” ）购买了“招商银行点金股指赢52108号理财计划（区间型）”理财产品，并签署了《招商

银行公司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详见公司于5月1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4-31））该产品已于2014年7月14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3，000万元和收益24.86万元

已如期到账。

6. 2014�年4月29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网视易” ）

以暂时闲置自有资金4,500万元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林支行 （以下简称 “招商银行华林支

行” ）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4月3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福建星网

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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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公告编

号：2014-28））该产品已于2014年7月14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4，500万元和收益47.12万元

已如期到账。

7. 2014年5月14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锐捷网络以暂时闲置自有资金1亿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建省分行购买了“蕴通财富·日增利90天” 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5月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4-31））该产品已于2014年8月12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亿元和收益123.28万元已如期到账。

8. 2014�年5月13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向兴业银行购买了“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

构性存款（92天）”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5月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4-31））该产品已于2014年

8月12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5000万元和收益63.01万元已如期到账。

9. 2014�年7月17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升腾资讯分别以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和暂时闲置自有

资金5000万元向招商银行购买了“岁月流金51401号” 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7月22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4-39））该产品已于2014年8月20日到期，其中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合计8000万元（公司：

3000万元、升腾资讯：5000万元）和收益合计30.54万元（公司收益11.45万元；升腾资讯收益19.09万

元）已如期到账。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招商银行签署的《招商银行公司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

（二）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4-077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

半年度报告》及其他相关数据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经公司自查发现，部分子公司的数据填

写有误，但并不影响公司2014年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现对公司《2014年半年度

报告》及其他相关数据更正如下：

一、《2014年半年度报告》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第五大项“投资状况分析”第三小项“主要子公司、

参股公司分析”

更正前内容如下：

3、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

型

所处行业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深圳市酷动数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数码电子产品销售

16,000

万

480,124,282.18 127,913,772.05 879,475,284.73 -39,606,156.31 -26,793,725.23

深圳市爱施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子公司 物流 仓储服务

1,000

万

54,479,089.91 31,155,882.61 3,896,466.03 -1,933,726.51 -1,940,911.66

北京酷人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1,000

万

1,630,366,263.47 22,002,919.26 3,823,913,856.37 59,423,132.47 48,079,750.62

深圳市乐享无限通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数码电子产品销售

1,000

万

8,958,434.22 8,209,601.38 1,597,833.75 -705,513.27 -703,421.37

西藏酷爱通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500

万

579,223,662.49 335,788,381.93 699,172,942.09 35,501,920.22 29,225,424.62

北京酷沃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100

万

9,902,923.85 2,093,607.61 5,978,632.01 -144,378.76 -190,239.95

北京瑞成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技术推广服务

；

5,000

万

39,488,824.09 37,810,390.05 9,721,273.68 3,156,539.07 2,368,963.36

天津爱施迪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500

万

187,640,715.72 28,640,920.14 473,284,827.46 2,095,241.33 1,559,528.86

优友科技

（

北京

）

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技术推广服务业 技术推广服务

2000

万

19,801,707.31 19,776,043.92 0.00 340.17 340.17

北京酷昊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100

万

987,798.55 960,798.55 0.00 36.40 36.40

北京酷联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500

万

5,003,570.24 4,976,570.24 0.00 298.39 298.39

深圳市享易无限数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1,000

万

39,854,002.47 -19,039,928.07 169,786,692.32 -12,889,958.73 -9,681,842.82

爱施德

(

香港

)

有限公司 子公司

CORP

通讯产品销售

0.00 534,303.72 473,153.47 374,691.04 -5,947.96 -5,947.96

迈奔灵动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 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移动应用分发

1917

万

102,843,074.96 48,856,065.02 45,249,938.61 10,932,974.65 10,221,977.16

深圳市彩梦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邮电通信业 移动增值服务

1000

万

86,294,038.94 76,401,584.75 23,247,854.94 1,064,394.03 796,218.77

优友电子商务

（

深圳

）

有限公司 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电子商务

500

万

0.00 0.00 0.00 0.00 0.00

更正后内容如下:

3、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

型

所处行业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深圳市酷动数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数码电子产品销售

16,000

万

480,124,282.18 127,913,772.05 879,475,284.73 -39,606,156.31 -26,793,725.23

深圳市爱施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物流 仓储服务

1,000

万

48,996,200.10 25,672,992.80 193,167,329.70 3,189,795.26 2,181,392.06

北京酷人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1,000

万

1,630,366,263.47 22,002,919.26 3,823,913,856.37 59,423,132.47 48,079,750.62

深圳市乐享无限通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数码电子产品销售

1,000

万

8,958,434.22 8,209,601.38 1,597,833.75 -705,513.27 -703,421.37

西藏酷爱通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500

万

579,223,112.39 342,129,765.73 4,354,006,678.51 149,200,854.28 132,446,933.72

北京酷沃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100

万

9,902,923.85 2,093,607.61 47,880,959.36 388,044.97 256,205.40

北京瑞成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技术推广服务

；

5,000

万

39,488,824.09 37,810,390.05 9,721,273.68 3,156,539.07 2,368,963.36

天津爱施迪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500

万

187,640,715.72 28,640,920.14 3,892,874,082.79 4,969,435.45 3,759,132.41

优友科技

（

北京

）

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技术推广服务业 技术推广服务

2000

万

19,801,707.31 19,776,043.92 0 -184,570.84 -184,570.84

北京酷昊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100

万

987,798.55 960,798.55 0 -328.89 -328.89

北京酷联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500

万

5,003,570.24 4,976,570.24 0 340.17 340.17

深圳市享易无限数码有限公司 子公司 商业 通讯产品销售

1,000

万

39,854,002.47 -19,039,928.07 169,786,692.32 -12,889,958.73 -9,681,842.82

爱施德

(

香港

)

有限公司 子公司

CORP

通讯产品销售

0.00 534,303.72 473,153.47 374,691.04 -5,947.96 -5,947.96

迈奔灵动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 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移动应用分发

1917

万

102,843,074.96 48,856,065.02 45,249,938.61 10,932,974.65 10,221,977.16

深圳市彩梦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邮电通信业 移动增值服务

1000

万

86,294,038.94 76,401,584.75 23,247,854.94 1,064,394.03 796,218.77

优友电子商务

（

深圳

）

有限公司 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电子商务

500

万

0.00 0.00 0.00 0.00 0.00

二、由于上述财务数据填报有误，致使公司于2014年8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西藏酷爱通信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中的数据相应有误。

更正前内容如下：

8、西藏酷爱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35,613.80 57,922.37

负债总额

214,645.52 24,343.53

净资产

20,968.28 33,578.84

项目

2013

年度

2014

年

1-6

月份

营业收入

587,867.49 69,917.29

净利润

16,252.04 2,922.54

更正后内容如下：

8、西藏酷爱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35,613.80 57,922.31

负债总额

214,645.52 23,709.34

净资产

20,968.28 34,212.97

项目

2013

年度

2014

年

1-6

月份

营业收入

587,867.49 435,400.67

净利润

16,252.04 13,244.69

根据上述更正内容，公司修订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更新后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不便，公司特致以深深的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4-078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6月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草案” ），并于2014年6月19日披露了上述事项。 随后公司将草案及相关资料

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并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

公司于2014年8月22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公司将按照相

关程序将《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内容详见

2014年6月1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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