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600097

证券简称：开创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5-017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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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5年

6月5日发布了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11），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5日起停牌。 2015年6月12日,公司发布了《上海开创国

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12）。 2015年6月

19日，公司发布了《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13）。 2015年6月27日，公司发布《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15）。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9日起继续停牌。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远洋渔

业有限公司收购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公司正全力推进该事项的审计、评估、尽职

调查等各项工作，标的资产的范围、收购价格尚未最终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

式拟定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目前与战略投资者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尚未完

成。

鉴于上述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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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600375

证券简称：华菱星马 编号：临

2015－026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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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5年半年度经营业绩

将出现亏损，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000万元到-25,000� � � 万

元。

3、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560,306.01元。

2、基本每股收益：0.16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2015年上半年，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房地产、固定资产、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

放缓，“国Ⅲ” 转“国Ⅳ” 和信贷收缩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产品市场需求减少，产

品销售下滑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5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600267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2015-27

号

债券代码：

122094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赛诺菲公司签订《非约束性合作备忘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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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2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法国赛诺菲

公司（Sanofi）双方CEO在法国图卢兹在中法两国总理见证下签署了《非约束性合

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探求在糖尿病治疗领域中的潜在合作（以下

简称“合作” ）。 合作可能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成立一家合资公司，用于进行

胰岛素、胰岛素类似物以及双方同意的任何其他糖尿病疗法的开发、生产和/或商业

化。

本次签署的《备忘录》仅仅是双方目前意向的表述，不具法律约束力。 双方需

在《备忘录》签署后，在合作范围内，分别对对方开展尽职调查。

本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

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702

证券简称：沱牌舍得 公告编号：

2015-017

四川沱牌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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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射洪县人民政府正在对我司控股股东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混

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进行研究和论证， 改革方案可能对我司构成重大影响，公

司股票于2015年6月29日起停牌。

2015年7月3日公司接到射洪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通知， 对于我司控

股股东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事宜，目前射洪县人民政

府已确定仍采用 “县政府向战略投资者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沱牌舍得集团部

分股权，同时由受让股权转让的战略投资者对沱牌舍得集团增资” 的战略重

组方案，但对方案中的部分内容和条件进行了调整，目前相关调整方案正在

上报市政府审批。市政府批准后将再次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

战略投资者。

由于方案可能对我司构成重大影响且能否获得市政府批准存在不确定

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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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密切关注重

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于本次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公告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四川沱牌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329

股票简称：中新药业 编号：临

2015-031

号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近期公司

A

股股价大幅波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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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股票交易

于近期出现了股票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现公司陆续接到投资者电

话咨询，针对投资者所关心的公司是否发生异常情况的问题，同时为促进

投资者理性投资，公司在此作出如下说明：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

大变化。 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正在有序推进， 经营业绩未出现异常波动

情况。

2、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3、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面对目前公司A股股票价格快速下跌

的情况，公司正在积极研究合法、合规的应对措施。

4、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相关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600074

证券简称：保千里 编号：

2015-063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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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公司第二大

股东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昇创沅” ）通知：

日昇创沅将其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125,000,000股作为标的证券，质押给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并于2015年7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从2015年7月2日起至质权人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日为止。

截止目前， 日昇创沅持有公司339,992,924股限售流通股， 占总股本的

15.07%，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334,992,924股，占总股本的14.85%。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2015-025

号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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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公司201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60,683.93 56,576.92 7.26

营业利润

4,724.45 5,620.47 -15.94

利润总额

4,899.47 5,820.88 -1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549.10 5,365.12 -15.2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40 0.165 -15.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48 3.04

减少

0.56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74,201.95 269,211.85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85,202.44 182,283.53 1.60

股本

32,417.90 32,417.9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5.71 5.62 1.60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主要原因：一是销售电量

7.78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加7.46%；二是销售自来水1,456.08万吨，比上年同期增

加9.92%。

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主要原因：一是受涪江来水减少影

响，公司自发上网电量1.77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减少4.32%，致外购电量增加，外购

电成本增幅较大；二是受2014年末基建、技改等完工项目投运转增固定资产影响，本

报告期折旧费用增加；三是公司为增强电、水供应保障能力，加大了电、水网络运行

维护投入，电、水网络运行维护成本增加。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2015年半年度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

600136

公告编号：临

2015-048

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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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决定拟收购一家从事体育类的公司，且本次收购对公司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同时披露了《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

告》，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2日起停牌。2015年6月19日、6月27日，公

司在上述媒体公告了《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与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工作，其中，对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已初步完成。 为保证公平信

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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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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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4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

600136

公告编号：临

2015-049

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及股权质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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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公司第二大股东武汉市夏天科教发展有限公司通知，该公司已于

2015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将

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1,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0.61%）的质押解除手续。 同日该公

司办理了将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00,000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0.61%） 股权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的质押

手续，质押期限不超过12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武汉市夏天科教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数额为12,179,507股，占公司总股本7.43%，其中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

12,0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7.32%。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4日

B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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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