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宝安(000009)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中冠A(000018)公布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招商地产(000024)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力Ａ(000025)公布关于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ST新都(000033)公布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宝安地产(000040)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天健集团(000090)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宜华健康(000150)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

公告。

ST生化(000403)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

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华意压缩(000404)公布关于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

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山东地矿(000409)公布关于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

告。

渤海租赁(000415)公布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公告。

南京中北(000421)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绿景控股(000502)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南华生物(000504)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珠海港(000507)公布201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ST金路(000510)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江南红箭(000519)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

公告。

*ST凤凰(000520)公布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

穗恒运Ａ(000531)公布2015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广宇发展(000537)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中天城投(000540)公布关于公司监事购买公司股票的

公告。

金浦钛业(000545)预计2015年第三季度净利润为9000

万元-10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2.87%-192.08%。

昆百大Ａ(000560)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海南海药(000566)公布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ST古汉(000590)公布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宝塔实业(000595)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大东海A(000613)公布关于第二大股东收到调查通知

书的公告。

如意集团(000626)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合金投资(000633)公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ST中富(000659)公布关于公司董秘办联系人及联系

方式的公告。

永安林业(000663)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金鸿能源(000669)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当代东方(000673)公布关于募集资金项目有关事项进

展的公告。

智度投资(000676)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

展的公告。

视觉中国(000681)公布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中山公用(000685)公布关于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公告。

华泽钴镍(000693)公布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

公告。

炼石有色(000697)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西安饮食(000721)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以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美锦能源(000723)公布关于第二大股东近期相关事项

的公告。

泰禾集团(000732)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新华制药(000756)公布关于现场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

通知。

中百集团(000759)公布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关联方增

持公司股份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新兴铸管(000778)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

进展的公告。

平庄能源(000780)公布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

华神集团(000790)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及高管人员增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

易食股份(000796)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中国武夷(000797)公布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建建工

集团总公司和第二大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

持公司股票计划进展的公告。

银河投资(000806)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烟台冰轮(000811)公布关于对外提供担保关联交易补

充的公告。

陕西金叶(000812)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天音控股(000829)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贵糖股份(000833)公布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

式批复的公告。

国兴地产(000838)公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非公

开发行股票批文的公告。

高鸿股份(000851)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第二次通知。

冀东装备(000856)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三湘股份(000863)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等承诺不减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安凯客车(000868)公布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提示性公

告。

云南铜业(000878)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中关村(000931)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中通客车(000957)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锡业股份(000960)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长源电力(000966)公布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ST春晖(000976)公布关于公司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

票的公告。

中弘股份 (000979) 公布关于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

议》的公告。

银亿股份(000981)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中国中期(000996)公布关于建立移动端投资者互动平

台的补充公告。

宗申动力(001696)公布停牌进展公告。

华邦颖泰(002004)公布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二

期解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天奇股份(002009)公布重大合同中标公告。

盾安环境(002011)公布关于公司签订核电项目合同的

公告。

华信国际(002018)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

复牌的公告。

亿帆鑫富(002019)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京新药业(002020)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

中捷资源(002021)公布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回复的公告。

苏宁云商(002024)公布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三花股份(002050)公布关于收到控股股东《告知函》

的公告。

得润电子(002055)公布关于实际控制人及董事增持公

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景兴纸业(002067)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獐子岛(002069)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众和股份(002070)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

进展的公告。

东源电器(002074)公布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

的进展公告。

新海宜(002089)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金智科技(002090)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广博股份(002103)公布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三变科技(002112)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罗平锌电(002114)公布关于公司董监高增持公司股票

的进展公告。

三维通信(002115)公布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东港股份(002117)公布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沃尔核材(002130)公布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蓉胜超微(002141)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中核钛白(002145)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方圆支承(002147)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

进展公告。

远望谷(002161)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芭田股份(002170)公布复牌公告。

怡亚通(002183)公布201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海得控制(002184)公布关于申请延期报送《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书面回复的公告。

武汉凡谷(002194)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武汉昕泉科技

有限公司完成注销的公告。

东晶电子(002199)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

进展的公告。

海利得(002206)公布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合力泰(002217)公布四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东华能源(002221)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鸿博股份(002229)公布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

威华股份(002240)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调查通知

书》的公告。

彩虹精化(002256)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德奥通航(002260)公布关于重要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大东南(002263)公布非公开发行停牌进展公告。

万马股份(002276)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停

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再升科技(603601)公布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禾丰牧业(603609)公布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

的公告。

杭电股份(603618)公布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

南威软件(603636)公布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海利生物(603718)公布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

份的公告。

曲美股份(603818)公布关于取得基金会法人登记证

书的公告。

四通股份(603838)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好莱客(603898)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锦旅B股(900929)公布201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禁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上市流通时间

000915

山大华特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2

家

74,800 74,800 2015-7-28

002687

乔治白 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等

246,114,000 246,114,000 2015-7-28

002716

金贵银业 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6,770,820 16,770,820 2015-7-28

600682

南京新百 南京鹏程道路排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

210,000 210,000 2015-7-28

002602

世纪华通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3,000,000 273,000,000 2015-7-29

300324

旋极信息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4

名

33,236,733 33,236,733 2015-7-29

600306

商业城 晋江市全能明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8,525 8,525 2015-7-29

600643

爱建股份 龚成方

24,116 24,116 2015-7-29

603126

中材节能 刘益谦等

98,040,000 98,040,000 2015-7-31

600807

天业股份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76,315,736 76,315,736 2015-7-31

000685

中山公用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陈志强

217,238,322 562,655 2015-7-31

证券简称：贵航股份 证券代码：

600523

编号：

2015-032

关于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豁免要约收购贵州贵航

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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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5年1月31日发布了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增资协议及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临2015-001，详见公

司于 2015�年 1�月3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航集团”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7%股权对中国航空汽

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汽车” ）进行增资。

2015年3月31日，本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以所持本公司部分股权出

资事项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临2015-011），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所持贵

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出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5〕143号）， 同意贵航集团以其所持本公司106，853，706股股份对中航

汽车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中航汽车持有本公司106，853，70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7%；贵航集团仍持有本公司26，802，9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28%。

2015年5月12日，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豁

免要约收购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

告》（2015-019），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豁免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

有限公司要约收购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义务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5〕809号），核准豁免中航汽车因协议转让而持有贵航股份106，853，

70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7%）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2015年7月24日， 贵航集团与中航汽车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了《过户登记确认书》，贵航集团已将其所持本公司106，853，

70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7%）过户至中航汽车名下，中航汽车持有本公

司37%的股份，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股股东。 交易前后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未发生变更，仍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特此公告。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7日

股票代码：

603366

股票简称：日出东方 公告编号：

2015-036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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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1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173,810,536.68元相比，将减少60%-70%。

（三）本期业绩预减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3,810,536.68元。

（二）每股收益：0.43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2015年上半年主营业务较去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 太阳能光热行业持

续下滑；新业务净水业务尚在市场培育期，市场推广、渠道建设、研发投入、人

员培养等投入较大；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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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478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5－051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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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日，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 ）与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凯汽车” 或“甲方” ）在长沙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客车行业整车制造商， 双方本

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促进发展的合作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双方在混合

动力客车领域进行产品合作及市场推广、 国家政策影响等事项达成如下战略

性框架协议：

一、产品合作内容

1.1安凯汽车在进行混合动力系统设计、开发、市场推广时，优先采购使用

乙方产品；甲方对产品的技术规格、品质、价格及产品交付要求，以双方签订的

具体合同、协议为准。

1.2为了让甲方整车获得市场竞争力，乙方同意在产品价格方面给予甲方

优惠政策，并随着甲方采购量的增加，优惠力度加大。 同时确保在产品技术规

格、产品交付方面优先满足甲方需求。

二、市场合作内容

2.1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 促成与第三方间的被委托开发和产品配套，同

时以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身份进行共同推广。 乙方开发的市场项目甲方应保

证100%使用乙方生产的动力电池总成产品。

2.2甲方主要负责在向第三方推介和配套乙方电池系统总成产品；乙方主

要负责在向第三方推介时推荐使用甲方的整车产品。

2.3结合国家政策及市场情况，双方争取在未来三年内大力推广搭载乙方

动力电池的整车3000辆，具体数量将以产品购销协议的形式体现。

三、产品回收

从甲方整车上更换下来的或存于甲方仓库的有回收价值的乙方废旧产

品，优先由乙方进行回收，具体回收商业模式由甲乙双方另行商定。

四、有效期

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但双方约定的共有技术成果和知识

产权的许可期限不受协议有效期的限制。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一直致力于混合动力汽车用镍氢动力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镍

氢电池相对于其它的电池稳定性及安全性高，已广泛用于混合动力乘用车上，

无一例起火燃烧、爆炸事故，目前应用于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上，运行情况良

好。本次协议签订，标志着公司镍氢动力电池及系统在混合动力客车领域推广

应用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公司进一步拓展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132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15－032

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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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

总经理张静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张静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

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张静涛先生所负责的公司相关工作已进行了交

接，其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公司董事会及公司对张静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598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2015-046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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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金建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金建先生因

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辞

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后生效，辞职后金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金建先生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和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643

证券简称：爱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33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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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筹划重大事项，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15年6月30日起

连续停牌，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7月7日、7月14日、7月15

日、7月21日和7月22日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重大事项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26至临

2015-031）。

目前，本公司获悉，该事项涉及股权转让、主要股东变更等，该事项股权

出让方案已基本确定，正在就实施方式与有关部门沟通之中。 鉴于该事项具

体方案确定后，还需履行上级部门认可、有关股东方内部批准、有权机构审核

通过等程序，因此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积极推进、配合落实。 为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待公司发布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提醒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030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59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公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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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7月24

日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58）。由于公司工作

人员输入时的疏忽，该公告两处内容有误。 现就有关内容进行更正如下：

1、羊仲清为女士，中国国籍。

2、上海全筑易家居配套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周国勋。

上述更正不影响董事会表决结果。

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662

证券简称：强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5-029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强生汽修为其全

资子公司天孚汽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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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名称： 上海强生集团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强生汽

修”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天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孚汽贸” ）

●本次担保金额700万元，已实际为其担保的余额7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逾期担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担保人名称：强生汽修

被担保人名称：天孚汽贸

债权人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

“中国银行” ）；

强生汽修与中国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强生汽修为天孚汽贸向

中国银行申请授信额度（额度金额为700万，期限为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6年

6月28日）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2年。

公司八届六次董事会及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可为下属子公司

提供不超过8.49亿元额度的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天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双流路317号

法定代表人： 候爱国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除小轿车）、摩托车，汽车及摩托车配件、建筑装潢

材料、润滑油、工艺美术品、五金工具、百货、机械设备、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

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商务质询；从事货

物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745.53万元,净资

产1795.2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950.27万元，负债总额1950.27万元，银行贷款

总额0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11520.82万元，净利润为425.40�万元。

截至201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326.87万元,净资

产1958.6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368.22万元，负债总额2368.22万元，银行贷款

总额0元，营业收入为5920.45万元，净利润为163.40万元。

被担保人天孚汽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强生汽修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强生汽修

债权人：中国银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被担保主债权： 由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金额为700万人民币的授信额

度。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天孚汽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强生汽修的全资子公司，强

生汽修为其提供担保，能够保证其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目前天孚汽贸生产经营

正常，偿债能力较强，本次担保风险较小且处于可控状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7477.97万元(均为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2.41%，无逾期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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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牌进展的公告。

友阿股份(002277)公布关于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星期六(002291)公布关于2015年度第二期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结果的公告。

奥飞动漫(002292)公布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停牌进展的公告。

罗莱家纺(002293)公布关于公司高管离职的公告。

鑫龙电器(002298)公布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ST云网(002306)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决议公告。

中利科技(002309)公布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

键桥通讯(002316)公布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公示的

提示性公告。

众生药业(002317)公布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久立特材(002318)公布关于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

的进展公告。

富安娜(002327)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份完成的公告。

新朋股份(002328)公布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及完

成情况的公告。

皇氏集团(002329)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皖通科技(002331)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

的公告。

罗普斯金(002333)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海宁皮城(002344)公布关于海宁皮革城被列入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试点范围的公告。

高乐股份(002348)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新北洋(002376)公布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黑牛食品(002387)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信邦制药(002390)公布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海普瑞(002399)公布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进展公告。

九九久(002411)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ST元达(002417)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毅昌股份(002420)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凯撒股份(002425)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尤夫股份(002427)公布关于获得国际知名企业供应商

资质认证的公告。

天业通联(002459)公布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金利科技(002464)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复牌的提示

性公告。

天齐锂业(002466)公布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二六三(002467)公布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决议的公告。

中超电缆(002471)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圣莱达(002473)公布关于对深交所监管关注函回复的

公告。

榕基软件(002474)公布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事宜

的公告。

双塔食品(002481)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

浙江永强(002489)公布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决议公告。

东光微电(002504)公布股价异动公告。

涪陵榨菜(002507)公布关于公司股东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宝馨科技(002514)公布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的补充

公告。

江苏旷达(002516)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科士达(002518)公布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并完成工商登

记的公告。

山东矿机(002526)公布复牌公告。

杭锅股份(002534)公布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海立美达(002537)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司尔特(002538)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金新农(002548)公布关于股票异常波动的公告。

南方轴承(002553)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天沃科技(002564)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德力股份(002571)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闽发铝业(002578)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海能达(002583)公布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

购买的公告。

瑞康医药(002589)公布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解除

公告。

八菱科技(002592)公布关于对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补充风险提示的公告。

比亚迪(002594)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

*ST舜船(002608)公布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的公

告。

爱康科技(002610)公布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露笑科技(002617)公布关于完成设立全资投资子公司

的公告。

巨龙管业(002619)公布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亚玛顿(002623)公布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完美环球(002624)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金达威(002626)公布关于购买杭州网营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的补充公告。

万润股份(002643)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博彦科技(002649)公布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加加食品(002650)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奥马电器(002668)公布关于重大事项临时停牌的公告。

康达新材(002669)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龙泉股份(002671)公布关于项目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

告。

兴业科技(002674)公布关于解除部分担保的公告。

顺威股份(002676)公布关于董事长、董事辞职的公告。

宏大爆破(002683)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远程电缆(002692)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竞买土地

的进展公告。

百洋股份(002696)公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博实股份(002698)公布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海欣食品(002702)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良信电器(002706)公布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众信旅游(002707)公布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

天赐材料(002709)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岭南园林(002717)公布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

公告。

台城制药(002728)公布关于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提示公告。

电光科技(002730)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中矿资源(002738)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

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光华科技(002741)公布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昇兴股份(002752)公布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南兴装备(002757)公布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汇洁股份(002763)公布董事会决议公告。

先锋电子(002767)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真视通(002771)公布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更正公告。

博晖创新(300318)公布关于公司董事增持公司股份的

公告。

硕贝德(300322)公布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蒙草抗旱(300355)公布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绿盟科技(300369)公布关于筹划股权激励事项的停牌

公告。

天华超净(300390)公布关于签署《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迦南科技(300412)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先导股份(300450)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浙江金科(300459)公布关于公司“金科JINKE及图” 商

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公告。

赛摩电气(300466)公布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广发中证全指原材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001459

基金类型

ETF

联接基金

管理人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22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1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创金合信沪港深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62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23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12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宝盈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487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3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19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20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13

日

发行截止日期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广发中证全指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001458

基金类型

ETF

联接基金

管理人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22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1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广发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10363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1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7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工业4.0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06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2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4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汇添富民营新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541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15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5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白银期货

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代码

161226

基金类型 商品期货型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2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7

月

3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中银互联网+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63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1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3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天弘中证计算机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001629

C

类

:001630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28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7

月

2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万家品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19195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13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7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