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02

T ips

信息提示
基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融通转型三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金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富国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0940

基金类型

混合型

基金代码

000717

基金代码

000963

基金类型

混合型

基金类型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4年12月18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4年12月22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14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19日

管理人
托管人
发行起始日期
发行截止日期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5日
2015年1月21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东方红睿元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2015年1月14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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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行

提

示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易方达沪深300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南方产业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嘉实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建信睿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0955

基金代码

000985

基金代码

基金类型

股票型

基金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

A类：000994
C类：000995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代码

000950

基金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ETF联接基金

管理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4年12月29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23日

管理人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5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8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23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28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华富国泰民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北信瑞丰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名称

东方红睿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类000981
B类000982

基金代码

169102

基金代码

000970

基金代码

000887

基金代码

000708

基金代码

000767

基金类型

混合型

基金类型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型

基金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类型

混合型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证券

管理人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类型

货币市场基金

管理人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12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15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品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类型

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4年12月22日

管理人

2015年1月20日

发行截止日期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8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21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诺安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国寿安保尊益信用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000867

基金代码

000931

基金代码

000971

股票型

基金类型

债券型

基金类型

股票型、契约型

管理人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5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4年12月29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5日

2015年1月23日

发行截止日期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2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30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创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德邦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0967

基金代码

000947

基金类型

混合型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8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12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5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3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3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2月3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安年年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长信量化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鹏华安盈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

000239（A类）
000240（C类）

基金代码

519975

基金代码

000905

基金类型

股票型

基金类型

货币市场基金

管理人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12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12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3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2月6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丰泽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中邮核心科技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000966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12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30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大中华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发行要素

基金名称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名称

大成高新技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0942

基金代码

000960

基金代码

000934

基金代码

000628

基金代码

519749

基金代码

基金类型

ETF联接基金

基金类型

股票型

基金类型

混合型

基金类型

股票型

基金类型

债券型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4年12月22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4年12月29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8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5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5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5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12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14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5年1月12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16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2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21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23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28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3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3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1月3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年2月6日

最

新

公

告

速

览

限
股票代码

(上接B001版)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风险
的提示性公告。
兆驰股份(002429)股东大会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
期的议案》。
金洲管道(002443)公布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青龙管业(002457)控股股东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
双塔食品(002481)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希努尔(002485)公布2012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2014年付息公告。
金固股份(002488)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老板电器(002508)公布201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英飞拓(002528)公布关于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情况的公告。
海源机械(002529)公布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南方轴承(002553)高级管理人
员辞职。
世纪游轮(002558)公布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的
公告。
益盛药业(002566)全资子公司
引进韩国投资方增资及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
亚夏汽车(002607)全资子公司
完成设立登记。
舜天船舶(002608)股东股权质
押。

证券代码：002374

捷顺科技(002609)公布201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爱康科技(002610)公布关于张
家口京西花园40MW光伏电站项目
的进展公告。
朗姿股份(002612)董事会通过
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长青集团(002616)公布201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巨龙管业(002619)公布中标公
告。
金磊股份(002624)控股股东股
份质押。
扬子新材(002652)公布重大事
项继续停牌公告。
德联集团(002666)公布201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东江环保(002672)董事会通过
了《关于为力信服务有限公司向境外
银行申请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兴业科技(002674)公司技术中
心被确认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珠江钢琴(002678)公司拟收到
政府奖励资金及获得《国家重点新产
品证书》。
福建金森(002679)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
告。
博林特 (002689)1月30日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
项：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关于《沈阳博林特电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修订稿）》的议案等。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关于核准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向汤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56号）核准，向汤于等58名交易对方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01,553,992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向孙
世尧等9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6,690,000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新增的
138,243,992股股份已于2014年12月24日上市。
公司于2014年8月15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
案》，交易完成后，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
登记等手续。 公司于2015年1月8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370600228099328,公司的注册
资本由191,409,229元人民币变更为329,653,221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4日

双成药业(002693)公布201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思美传媒(002712)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麦趣尔(002719)公布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
展情况的公告。
金轮股份(002722)公布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台城制药(002728)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燕塘乳业(002732)公布关于签
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国信证券 (002736) 公布关于
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
果的公告。
*ST武锅B(200770)公布关于
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网宿科技(300017)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天龙光电(300029)公布关于公
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公告。
华伍股份(300095)董事会通过
《关于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的议案》。
宋城演艺(300144)公布关于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的提示公告。
天舟文化(300148)公布关于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公告。
世纪瑞尔(300150)预计2014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1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2月24日，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邵雨田先生辞去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长、董事及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重新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邵奕兴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新任董事长，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近日，公司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
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邵奕兴。 除上述变更外，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其他事项未
发生变化。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2015-002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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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月13日
收到了公司董事兼总裁郝不景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为能集中精力抓好
公司辽宁镁质材料基地的整合工作，使辽宁镁质材料基地早日达到预期效益，
郝不景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辞去总裁职务后，仍担任公司董事、辽宁
中兴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郝不景先生辞去公司总裁职务不会影响公司
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正常进行。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郝不景先生的辞职自其提
交辞职报告至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郝不景先生在兼任公司总裁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
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总裁辞职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
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总裁辞职的独立意见》详见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2015-003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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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月13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继增
先生召集和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1月8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
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其中现场
出席会议的董事11名。公司监事和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15－001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获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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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并于2014年12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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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 ），并就上述事项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了汇报沟
通，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对草案的部分内容进行相应的修订。
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获悉，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草案及修订部
分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公司会尽快按照相关程序将修订后的《蓝帆医
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及其摘要等相
关事项按规定程序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10

证券代码：002389

利 11,615.22 万 元 -12,905.80 万 元 ，
比上年同期上升80.00%-100.00%。
翰宇药业(300199)预计2014年
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16,241
万元-18,19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5%-40%。
海伦哲(300201)公布对外投资
事项公告。
恒顺电气(300208)本次可解除
限售股份数量为94,400,000股，占总
股本的31.26%；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
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0股， 占总股本
的0%。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5年1月16日。
飞力达(300240)预计2014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3,201.68万元——
—4268.90万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20.00%-40.00%。
卫宁软件(300253)公布关于签
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隆华节能(300263)高级管理人
员辞职。
天保重装(300362)公布关于筹
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
告。
东方通(300379)公布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公告。
中来股份(300393)预计2014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
利11,300万元-12,300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15.66%-25.89%。
迦南科技(300412)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15-002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增值税退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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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的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按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 对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
政策。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分别收到所属期
为2014年10月及11月的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款9,633,172.01元和16,983,
398.61元，合计金额为26,616,570.62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上
述增值税退税所得将计入公司2015年度的营业外收入，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上述增值税退税收入的取得将对公司2015年度
损益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
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
案》。
同意聘任牛俊高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
议案》。
同意聘任郝不景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中兴矿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同意聘任何会敏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利尔高温材料
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4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牛俊高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3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
工程师；曾就职于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董事长兼总裁。 牛俊高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0,141,904股，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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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郝不景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9年出生，高级工程师，管
理学硕士；曾就职于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兼副总裁、 辽宁中兴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郝不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202,696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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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何会敏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58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
工程师；曾就职于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 历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采购中心主任，现任公司副总裁、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总经
理。 何会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20,713股，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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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00711
601058
600377
600863
601313
002033
603699
002031
300144
300148
600594

售

股票简称
盛屯矿业
赛轮金宇
宁沪高速
内蒙华电
江南嘉捷
丽江旅游
纽威股份
巨轮股份
宋城演艺
天舟文化
益佰制药

流

通

股

股东名称
刘全恕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等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4 人
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10 家
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19 名
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 5 家
李强、周艳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 7 家

证券代码：600487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解

禁

提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禁数量

65,864,319
57,400,000
5,226,000
3,168,640,592
121,293,187
16,360,382
72,500,000
4,410,000
361,989,893
192,502
30,590,100

65,864,319
57,400,000
5,226,000
3,168,640,592
121,293,187
16,360,382
72,500,000
4,410,000
358,957,798
48,126
30,590,100

示
占总股本比例（% ）

上市流通时间

5.81%

2015-1-14
2015-1-14
2015-1-15
2015-1-15
2015-1-16
2015-1-16
2015-1-19
2015-1-19
2015-1-15
2015-1-16
2015-1-19

0.78%
64.36%

公告编号：2015-004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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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28日，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参加了中国电信2014年集采
招标活动。本次集中采购中室外光缆产品的招标总量为2,150万芯，蝶形引入缆产
品的招标总量为80万芯，光纤产品的招标总量为2,200万芯。2015年1月9日，中国
电信在阳光采购网（http://219.142.42.17:8010/ESCM/account/login.do）公
布了相关采购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具体如下：
1、根据《中国电信2014年室外光缆集中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公司
为室外光缆的第二中标候选人；
2、根据《中国电信2014年光纤集中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公司分别
证券代码：002386

为G.652D光纤和G.652D光纤的第五中标候选人和第七中标候选人；
3、根据《中国电信2014年蝶形引入光缆集中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公司为蝶形引入光缆第一中标候选人。
至2015年1月12日上述公示已结束，公司中标情况未发生变化。 公司目前
尚未收到正式的分量通知。 公司将根据中国电信的通知尽快与其签订框架协
议。 中标产品供货周期一般为一年，实际周期以客户最终需求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5-007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2015年兑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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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
称：12天原MTN1，债券代码：1282019）兑付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
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2天原MTN1
4．债券代码：1282019
5．发行总额：人民币捌亿元整（RMB800,000,000元）
6．债券期限：3年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6.63%
8．兑付日：2015年1月17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中央国债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
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因
证券代码：600225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
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
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晓梅
联系方式：0831-3608145
传真：0831-3601447
2．主承销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溪
联系方式：010-85209738
传真：010-85126513
3．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顾铭怡
联系方式：010-88170213
传真：010-66061875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4日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2015-003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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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贷款对象：深圳市梅江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展期金额：人民币壹亿肆仟万元
委托贷款展期期限：六个月
贷款展期年利率：12%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分行向深圳市梅江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梅江南” ）发放金
额为人民币壹亿肆仟万元的委托贷款，期限为六个月，年利率为12%。 该笔委
托贷款将于2015年1月14日到期，经双方协商，该笔委托贷款展期六个月，年
利率为12%。
本次委托贷款展期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上市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2015年1月1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为深圳市梅江南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展期的议案》。
二、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梅江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侨福大厦9A
证券代码：002422

法定代表人：张锦珠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房地产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质供销业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深圳梅江南为公司控股66.67%的子公司。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深圳梅江南资产总额209,910,666.31元，资产净
额53,561,560.54元，2013年净利润为28,707,003.49元， 上述财务数据经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本次委托贷款展期金额为人民币壹亿肆仟万元，期限为六个月，委托贷款
展期年利率为12%。
四、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包括资金和收益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利用资金进行委托贷款业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收
益，同时，弥补深圳梅江南资金缺口，保证其正常经营，对公司无不利影响。
五、公司累计委托贷款情况
2015年1月12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为广西松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叁仟玖佰捌拾万元委托贷款， 贷款期限六个月， 年利率
12%。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4日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15-002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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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根据
中国证监会 《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如本公司存在
或涉嫌存在欺诈发行或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 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4年7
月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
书》（成稽调查通字147014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予以立案调查。 公司
就相关部门对公司与成都久易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涉及的信
息披露等相关事项的立案调查进行了积极配合， 并就相关事项严格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就上述信息，本公司于2014年7月7日发布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55）， 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网站进行了披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

已于2014年12月13日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
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4-076）。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本公
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在收到意见后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本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
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的， 公司将因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
13.2.1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
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 公司股票将被停
牌， 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票上市的
决定。
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
定，自2014年12月起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
的风险提示公告。
请投资者持续关注本公司前述被立案调查事项和相关进展， 以及公司股
票因此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