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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36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1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

时）会议于2015年7月3日下午14:0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式召

开。 召开本次董事会的通知于今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给

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耀志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

事9名，6名董事现场参加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安庆衡、张复生、张道庆以通讯方式参加

了本次会议。 会议有效表决票为9票。 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董事会会议

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因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在半年度报告披露日

之前，不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特此审议取消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

间待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后再行公告。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002536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2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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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5年7月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

《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038� ），因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在半年度报告披露日之前，不符合相

关规定要求，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审议决定取消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待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后再行公告。

因本次公告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002536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3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取消召开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 7月 6�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7月2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为了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现将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关于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暨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鉴于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业绩稳步增长、资本公积金充足，同时考虑到公司的成长性

及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为持续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经营发展的成果，公司

控股股东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现有

总股本111,269,292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现金红利2元（含税），共分配利润22,253,

858.40元，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全体董事同时承诺将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关于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及承诺

针对上述预案内容，公司董事长孙耀志，副董事长孙耀忠，董事孙锋、李明黎、张明

华、梁中华，独立董事安庆衡、张复生、张道庆（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数半数以上）进行了讨

论并认为：该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及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

展相匹配，且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利润分配政策的要

求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符合公司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其他公开披露文件中做出

的承诺、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因

此我们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同时我们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预案

时投赞成票。

三、其他相关说明

鉴于在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上述提议后，

并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避免了内幕信息的传播。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

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预案仅是控股股东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的提议和董事会审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因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在半年度报告披露日

之前，不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特此审议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取消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待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后再

行公告。

经向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7月6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关于取消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因本次取消召开股东大会，给广大投

资者带来的不变，敬请谅解，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601608

证券简称：中信重工公告编号：临

2015-049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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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5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信重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等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

股票于2015年5月7日起复牌。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自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相关工作。 截止本公告日，

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尚在进行中，公司正履行向财政部的相关报

批程序，各项工作均按要求稳步推进。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

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披露正式方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

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目前，公司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收购的标的公司唐山开诚电

控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均经营正常，各项业务有序开展。

二、特别提示

1、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在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

但尚未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前，将每30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公司于2015年5月7日披露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第九节“主要风险说明” 中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风险因素做出了特别说明，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601608

证券简称：中信重工公告编号：临

2015-050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要事项，鉴于该事项存

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6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要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

（含停牌当日）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5－01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核心二级资本美元证券的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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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于2015年7月3日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发布通告。 就本公司发行的初始分派率为4.00%的1,280,

000,000美元的核心二级资本证券（“证券” ），本公司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申请批准该证券的上市及交易，该证券以仅向专业投资者发行债券

的方式发行。 该证券的上市及交易预计于2015年7月6日生效。

兹附本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刊登的通告，供参阅。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

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作參考用途，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本

公告概不構成在美國或出售證券即屬違法的任何其他司法權區出售證券之

要約。 證券尚未且將不會根據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 （经修订）（「證券

法」）或任何其他地區的證券法登記。因此，除非獲豁免遵守或交易毋須遵守

證券法登記規定，否則證券不得在美國發售或出售。證券僅可依據證券法S規

例（「S規例」）在離岸交易中發售或出售，且在各情況下均須遵守任何其他

適用法律。

證券不會於美國境內公開發售。於美國境內公開發售證券須以發售章程

之方式進行。該發售章程將載有有關作出發售之公司及其管理層以及財務報

表之詳盡資料。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通告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28）

1,280,000,000�美元核心二級資本證券

（股份代號：5540）

聯席全球協調人

（按字母順序排列）

法國巴黎銀行 花旗集團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按字母順序排列）

法國巴黎銀行 美銀美林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花旗集團 高盛

（

亞洲

）

有限責任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申請批准其將予發行之初始分派率為 4.00� 厘 1,280,000,000� 美元之

核心二級資本證券（「證券」）上市及買賣，而根據日期為 2015�年 6月 25�

日就證劵刊發之發售通函所述，證劵僅透過向專業投資者發行債券之方式發

行。 證劵獲准上市及買賣預計將於 2015�年 7�月 6�日生效。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邢家維

公司秘書

香港，2015年7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楊明生、林岱仁、許恒平 *、徐海峰 *

非執行董事：繆建民、張響賢、王思東、劉家德 *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定邦、張祖同、黃益平、白杰克 *

*註：許恒平先生、徐海峰先生、劉家德先生和白杰克先生的董事任職資

格尚待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5-039

债券简称：

11

星湖债 债券代码：

122081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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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投资者说明会于2015年7月2日（周四）上午9:30—10:3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

动” 网络平台的“上证e访谈”栏目召开，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中介机构代

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就投资者关注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

与沟通。

二、本次会议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如下：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上及以电话、邮件等方式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

回答，相关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1、公司准备最终确定重组的标的企业是1家还是多家？

公司回复：目前公司沟通商议的标的公司均主要从事生物医药行业，拟购买的资产

尚未最终确定。 请留意公司的相关公告。 谢谢！

2、公司重组这么长时间，错过了大牛市，目前进展如何，是否能确保最终重组成功？

公司回复：为确保重组成功、企业经营和资本运作健康运转，上市公司需要特别严谨

负责，充分、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才能不辜负投资者的热切期望。 我们正在全力以赴

推进重组工作。 谢谢您的关注。

3、公司准备把星湖打造成什么级别的企业？ 是否本次重组就能实现？

公司回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为了加速推进公司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公司外延式

发展领域，培育新的核心竞争优势，不断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为公司

和股东争取更好的投资回报。 为确保重组成功、企业经营和资本运作健康运转，上市公司

需要特别严谨负责，充分、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才能不辜负投资者的热切期望。 我们

正在全力以赴推进重组工作。 谢谢您的关注。

4、目前重组的进展如何？

公司回复：谢谢您的关注！ 公司正继续加快对标的资产的尽调、审计和评估，加大力

度推进重组工作，具体请您关注公司公告。

5、我只想问之前重组不成功，现在继续申请停牌不超过2个月，那么在这2个月内能

否重组成功按时复牌。

公司回复：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有利，也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正在全力以赴推进重组工作。 谢谢您的关注。

6、继续停牌不超过2个月，那么这两个月内是不是重组成功就立刻开牌，还是说一定

等到2个月期到才开牌。

公司回复：我们就公司股票较长时间的停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公司将

抓紧时间完成董事会召开前的各项事项并尽快复牌。 本次重组后续停复牌及信息披露事

宜，公司将按照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进

行。 请关注公司的公告。 谢谢！

7、公司已经10年没给投资者回报，我想问一下，经过本次资产重组，星湖科技是否值

得长期投资？

公司回复：谢谢您的关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为了加速推进公司产业转型升级，拓

宽公司外延式发展领域，培育新的核心竞争优势。 公司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同时，也积极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自身的造血机能，推进公司的持续经营发展。

8、请尽快复牌，我等这笔资金买楼呢，已经不在乎涨或跌了，只希望尽快复牌，别冻

结我的资金了。 请各位董事，放快脚步、加大力度。 感谢感谢！！！

公司回复：我们就公司股票较长时间的停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由于整

体事项重大，涉及步骤较多，耗时较长，且不确定性因素多，目前各方都尽最大的努力推

进本次重组事项。 请您关注公司的公告。 希望能够谅解！

由于说明会时间所限，公司对投资者的问题未能全部回复深表遗憾。 公司对于长期

以来关注、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对于停牌期间对大家

产生的交易不便再一次深表歉意。 公司将会同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各项工作。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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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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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日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

告》，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4月2日起预计

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公司于2015年5月4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4日起继续停牌

不超过一个月。

一、重组框架方案

1、主要交易对方

目前公司正在与多方积极沟通，尚未确定最终的交易对方，但范围初步确定为独立

第三方。

2、交易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采取的交易方式尚未最终确定，初步方案为拟发行股份并募集配

套资金或其他方式购买标的资产。

3、标的资产情况

拟购买的资产尚未最终确定，目前公司正在接触、沟通的标的公司均主要从事生物

医药行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如下：

（一）目前公司、交易各方与各中介机构正进一步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具

体实施路径，公司与交易对方尚未签订正式协议。

（二）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范围较广，程序较复杂，涉及与多个交易对方的

协商论证，同时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较为复杂，需要一定的时间；公司与各交易对

方就交易合同部分核心条款尚未完全达成一致，交易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要进一步

商讨和完善。 鉴于目前的进展情况，公司暂不能形成重组预案或报告书，预计无法按期复

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经监管部门同意，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4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

超过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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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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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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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5元（含税），每股转增0.8股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5元；扣税后

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175元，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85元，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按10%税率

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0.0585元。

● 股权登记日：2015年7月8日

● 除权（除息）日：2015年7月9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5年7月10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7月9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15年5月

19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2015年5月20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4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2015年7月8日下午3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671,217,15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5元（含

税），共计分配利润43,629,115.34元；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8股，共计转增

536,973,727股，转增后公司股本将达到1,208,190,886股。

（四）代扣代缴事项：

1、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

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 公司先暂按5%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税

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175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85

元。如该类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

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

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

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585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65元。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2015年7月8日

（二）除权（除息）日：2015年7月9日

（三）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5年7月10日

（四）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7月9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15年7月8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一）派发现金红利办法

1、公司股东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北方装备有限公司、山西江阳化工有

限公司、中国兵工物资华北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办法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根据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股东的持股数，按比例于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转增股份过

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零碎股份，按照零碎股份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股份数量相同的，

由电子结算系统随机排列。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排列顺序，依次均登记为 1�股，直至

完成全部转增股份。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单位

：

股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1

、

国有法

人持有股

份

58,261,090 46,608,872 46,608,872 104,869,962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58,261,090 46,608,872 46,608,872 104,869,962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

股

612,956,069 490,364,855 490,364,855 1,103,320,924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612,956,069 490,364,855 490,364,855 1,103,320,924

股份总额

—

671,217,159 536,973,727 536,973,727 1,208,190,886

七、按新股本总额摊薄计算的上年度每股收益

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后， 按新股本1,208,190,886股摊薄计算，2014年年度每股收益为

0.12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351-6628286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5号

九、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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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海通证券保本型

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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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5年6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海通证券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

案》，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10,000万元购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通证

券” ）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为182天，年化收益率为5.40%。 此购买理财产品事项由董事

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总会计师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海通证券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临2015-035号）。

一、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2015年7月1日，使用部分闲置的自有资金共计10,000万元，向海通证券购买本

金保障型理财产品，期限182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40%。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产品发行人 海通证券

理财产品简称 理财宝

182

天期

V20

号

理财产品代码

S71388

产品本金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

产品期限

182

天

理财计划认购金额

10,000

万元

约定年化收益率

5.40%

投资起始日

2015-07-01

产品起息日

2015-07-02

产品到期日

2015-12-30

资金兑付日

2015-12-31

提前终止权 投资期内不可提前终止或赎回本产品

产品募集资金用途 主要用于补充产品发行人的运营资金等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公司购买的理财

产品严格把关、谨慎决策。 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该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

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与海通证券保持密切联系，加强风险控制和监

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所

需资金和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运营。

2、公司使用部分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

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告期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未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5-014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7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披露了公司 2015�年 6�月

30日、7月1日、7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股价异常异动的公告。 现对相关内容修正如下，提

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修正前的主要内容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者“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引力传

媒 股票代码：603598）于2015年6月30日、7月1日、7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确认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2015年6月30日、7月1日、7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

二、修正后的主要内容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者“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引力传

媒 股票代码：603598）于2015年6月30日、7月1日、7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确认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2015年6月30日、7月1日、7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将加强公

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避免类似问题出现。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4�日

证券代码：

600408

证券简称：

*ST

安泰 编号：临

2015

—

032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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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与关联方协商解决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重大事项，经与有

关各方论证，该解决方案的有关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为保证公平信

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年5月11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因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2015年6月11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1日起

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相关审计、

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并结合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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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七月三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

600312

编号：临

2015

—

026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兑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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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12平高

MTN1）（债券代码：1282242）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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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2平高MTN1

4.债券代码：1282242

5.发行总额：人民币4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4.86%

7.到期兑付日：2015年7月11日（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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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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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戚康

联系方式：0375-3804080

2.主承销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迪

联系方式：021-23157210

3.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部门：托管部

资金部

四、备注

公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

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603117

证券简称：万林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02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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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刊登的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公告书》中“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之 “三、股东情况”

部分内容有所遗漏，现做如下补充：

原公告为：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A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现补充为：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A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发行人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51,010户，其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的其他内容

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601003

证券简称：柳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8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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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重大事项，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公司已于 2015�年6月 19�日、2015年6月26日 发布 《柳钢股份有限公司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自2015�年 6�月 23�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

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筹划、论证过程中，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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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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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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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601908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5-033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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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资产收购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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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

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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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3日

股票代码

：

600900

股票简称

：

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

2015－035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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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资产收购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已于2015年6月13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5日

起停牌。

目前公司相关工作正在稳步进行中，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推

进各项工作，同时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监管文件的有关规定，结

合停牌期间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组进

展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