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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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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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555

东吴证券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等

591,000,000 591,000,000 2015-8-5

603111

康尼机电 王念春等

73

人

76,000,000 76,000,000 2015-8-3

002690

美亚光电 田明

415,233,000 415,233,000 2015-7-31

300389

艾比森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等

15

名

14,280,732 14,280,732 2015-8-3

证券代码：

002366

证券简称：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7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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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代

码：002366，证券简称：丹甫股份）连续两个交易日（2015年7月27日、2015年

7月2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进行了必要核

实，并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15年7月8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注入资产过户完

成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9）、《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30）；2015年7月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31）、《关于大股东及董监高将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32）；2015年7月11日披露了 《关于近期维护公司股价具

体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3）；2015年7月16日披露了 《重大事项

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33）；2015年7月23日披露了 《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

上市公告书》 等系列公告、《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4）；2015年7月25日披露了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事项暨公司股票复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6）。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近期公司未发现定期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泄露，或者因业绩传闻导致

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6、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7、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披露

2015年半年度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股不转增。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非董事会决议， 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

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2015年半年报预约披露时间为2015年8月11日（星期二），公司

2015年半年业绩与2015年4月17日公告的《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的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不存在重大差异。 具体

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2015年半年报为准。

3、 本公司于2015年6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15】1238号） 关于核准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向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2015年7月6日完成注入资产过户，2015年7月24日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593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

2015-057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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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568号）核准，四川大通燃气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增发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56,603,773股

已于2014年1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聘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持续

督导期限至 2015�年12月31日止。

根据公司于 2015�年 6月27日披露的《关于更换保荐机构的公告》（ 编

号：2015-008)，海通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剩余持续

督导期内的工作将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

券” ）承接。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规定，公司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成都分行” ）、

中信建投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已在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 ），截止 2015�年7月22日，活期账号为626268302，账户余额为12元。 该

专户仅用于公司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整存整取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账号：702766543）240,

861.53元，开户日期为2015年5月22日，期限三个月；公司以七天通知存款的方

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账号：702738222)50,100,000.00元， 开户起存日期为

2015年5月15日。 公司承诺上述定期存单和七天通知存款支取时将及时转入

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民生银行

成都分行。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规

章。

三、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

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建投证券应当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公司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

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应当配合中信建投证券的调查

与查询。 中信建投证券每半年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

场检查。

四、公司授权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曾琨杰、侯世飞可以随时到

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应当及时、

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查

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按月（每月15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

信建投证券。 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

者募集资金净额的10%的， 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

建投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信建投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中信建投证

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同时

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建投证券出具对账单或者

向中信建投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建投证券调查

专户情形的， 公司或者中信建投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民生银行成都分行、中信建投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

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

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中信建投证券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15年12月31日解除。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2015-055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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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东方铁塔，证券代码：002545）于

2015年5月19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披露的《重

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0）。 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

26日、2015年6月2日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2、2015-037）。

公司于2015年6月9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为：2015-040），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

自2015年6月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5年6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年6月16日、2015年6月24日、2015年7月1日披露

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41、

2015-045和2015-047），2015年7月8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

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2015年7月15日、2015年7月22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53、

2015-05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聘请的中

介机构正在对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和业务进行尽职调查等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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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公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

告为准。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5－062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某军区后勤部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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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某军区后勤部

下发的《通知》，根据《军队物资采购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经评审专家

组审核，同意公司加入《某军区物资采购供应商库》。 此《通知》的取得对

公司相关业务的拓展有一定积极影响，但未来相关订单、合同的取得仍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5－063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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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某军事学院下发的

《中标通知书》， 公司在某战场信息训练系统邀请招标中中标， 中标金额人民币

329.5万元，工期6个月，相关合同将在近期签订。《中标通知书》的取得标志着公

司军工业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此次中标金额较小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

影响，也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67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

2015

—

054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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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19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4月7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公司已于5月25

日、6月1日、6月8日、6月23日、6月30日、7月7日、7月14日、7月21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并于2015年6月15日、2015年7

月17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上述相关公告公司

已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目前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有序地推动重组各项工作。 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聘请的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正在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并进行《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和《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等相关申报材料的编制工作。本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鞍重股份，证券代码：002667）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

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2015-038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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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28

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15-037），因工

作人员疏忽，出现了个别文字内容表述错误，现将“……2015年7月23日、7月

24日、7月27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 更正

为“……2015年7月24日、7月27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 ”

除上述内容外，该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因本次更正所带来的不便，敬

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835

证券简称：长城动漫 公告编号：

2015-071

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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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于2015年7月28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赵锐勇先生通知， 称其于

2015年7月2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600,0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20%，成交均价为14.51元/股。 本次增持前，赵锐勇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2,7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8%；本次增持后，赵锐勇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3,3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8%。本次增持系赵锐勇

先生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号召，为维护公司二级市场股

价的稳定，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通过增持公司股份，表

达对公司价值和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赵锐勇先生未来不排除进一步增

持的可能。 赵锐勇先生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赵锐勇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52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2015-051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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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股权收购事项，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宝鼎重工，代码：002552）已于2015年7月8日开市

起停牌，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关于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收购股权的相关方案仍在进一步筹划中，鉴于上述

事项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且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简称：宝鼎重工，代码：002552）自2015年7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

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10583

基金类型 股票基金

、

指数基金

管理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3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融通中证大农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61630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南方国策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92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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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聚惠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547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6

月

29

日

发行截止日期 不超过

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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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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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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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金 发 行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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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

通知书》的公告。

泰禾集团(000732)公布关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公告的补充公告。

斯太尔(000760)公布关于完成对青

海恒信融锂业科技有限公司第二期增资的

公告。

通化金马(000766)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美达股份(000782)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的公告。

华闻传媒(000793)公布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公告。

烟台冰轮(000811)公布对外提供担保

关联交易补充公告。

*ST美利(000815)公布201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岳阳兴长(000819)公布关于公司第二

大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桑德环境 (000826)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鑫茂科技(000836)公布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进

展公告。

国兴地产(000838)公布补充公告。

高鸿股份(000851)公布关于公司监事

家属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三湘股份 (000863)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茂业物流(000889)公布董事会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期间进展的公告。

法尔胜(000890)公布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的公告。

众合科技 (000925) 公布关于公司

BiTRACON型CBTC信号系统通过国际第

三方独立安全认证的公告。

九芝堂(000989)公布关于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闽东电力 (000993)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伟星股份(002003)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华邦颖泰(002004)公布关于短期融

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中捷资源(002021)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达安基因(002030)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横店东磁(002056)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中钢天源(002057)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景兴纸业(002067)公布关于参股公司

完成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提示性公告。

雪莱特(002076)公布关于对外投资设

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

大港股份(002077)公布关于公司董事

长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苏州固锝(002079)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广东鸿图(002101)公布关于全资子公

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三钢闽光(002110)公布关于对深圳证

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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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鑫药业(002118)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股权质押解除和再次质押的公告。

天邦股份(002124)公布关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公告。

实益达(002137)公布关于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宏达高科(002144)公布关于子公司取

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通润装备(002150)公布2015年度半

年度业绩快报。

正邦科技(002157)公布关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公告。

宁波东力(002164)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进展的公告。

中航光电(002179)公布关于在2015

年8月24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华天科技(002185)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海亮股份(002203)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海利得(002206)公布关于媒体报道的

澄清公告。

诺普信(002215)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恒康医疗(002219)董事会通过《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科大讯飞 (002230)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奥维通信(002231)公布关于收到中标

通知书的公告。

民和股份(002234)公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

新华都(002264)公布关于公司实际控

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友阿股份(002277)公布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神开股份(002278)公布重大事项继续

停牌公告。

亚太股份(002284)公布关于签署投资

意向协议的公告。

圣农发展(002299)公布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ST云网 (002306) 公布继续停牌公

告。

东方园林(002310)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久立特材(002318)公布关于中标核级

不锈钢无缝管道设备及相关服务的公告。

洪涛股份 (002325) 公布继续停牌公

告。

英威腾(002334)公布停牌进展公告。

巨力索具(002342)公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

海宁皮城(002344)公布关于聘任公司

总经理的公告。

柘中股份(002346)公布关于诉讼事项

进展情况的公告。

杰瑞股份(002353)公布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浩宁达(002356)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办

理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神剑股份(002361)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康力电梯(002367)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太极股份(002368)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伟星新材(002372)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国创高新(002377)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的公告。

新亚制程(002388)公布关于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双象股份(002395)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省广股份(002400)公布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公告。

中海科技(002401)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和而泰(002402)公布关于公司股东股

权质押的公告。

远东传动(002406)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齐翔腾达(002408)公布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雅克科技(002409)公布关于重大事

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广联达(002410)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

展公告。

高德红外(002414)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ST元达(002417)公布关于董事会决

议更正的公告。

凯撒股份(002425)公布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兴森科技(002436)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的进展公告。

中南重工(002445)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公告。

中原内配(002448)公布关于投资设

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百川股份(002455)公布重大事项进展

暨继续停牌公告。

中超电缆(002471)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榕基软件(002474)公布重大事项继续

停牌公告。

新筑股份(002480)公布关于筹划重

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大金重工(002487)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浙江永强(002489)公布重大事项继

续停牌公告。

通鼎互联(002491)公布关于召开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

知。

汉缆股份(002498)公布关于股票异

常波动的公告。

山西证券(002500)公布2014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付息公告。

骅威股份 (002502)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天广消防(002509)公布关于收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的公

告。

达华智能(002512)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蓝丰生化(002513)公布关于在新加坡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宝馨科技(002514)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浙江众成(002522)公布201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天顺风能(002531)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开通网络投票方

式通知的公告。

新界泵业(002532)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林州重机(002535)公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

新都化工(002539)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东方铁塔(002545)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春兴精工(002547)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宝鼎重工(002552)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的公告。

通达股份(002560)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上海绿新(002565)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益盛药业(002566)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唐人神(002567)公布关于湖南唐人神

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解除股权质押登记

的公告。

贝因美(002570)公布关于员工持股计

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瑞康医药(002589)公布关于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停牌进展的公告。

世纪华通(002602)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龙力生物(002604)公布重大事项进展

公告。

姚记扑克(002605)公布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长青集团(002616)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进展的公告。

巨龙管业 (002619)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的更

正公告。

瑞和股份(002620)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龙生股份(002625)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仁智油服(002629)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德尔家居(002631)公布关于与厦门大

学签订石墨烯新材料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博彦科技(002649)公布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延期复牌的公告。

加加食品(002650)公布复牌公告。

利君股份(002651)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的进展公告。

茂硕电源(002660)公布关于银行理财

产品到期兑付的公告。

普邦园林(002663)公布关于全资子公

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西部证券(002673)公布关于获准设立

4家分支机构的公告。

顺威股份(002676)公布关于终止筹划

重大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美亚光电(002690)公布关于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的公告。

登云股份(002715)公布第三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金贵银业(002716)公布关于公司液态

渣直接还原节能改造与余热发电项目正式

投产的公告。

金轮股份(002722)公布2015年员工

持股计划。

一心堂(002727)公布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台城制药(002728)公布继续停牌公告。

利民股份 (002734)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万达院线 (002739)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三圣特材(002742)公布关于公司董事

长、董事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华通医药(002758)公布关于签署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蓝黛传动(002765)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普路通(002769)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南江B(200160)公布关于筹划重大项

停牌的进展公告。

雷伊B(200168)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

牌公告。

赛为智能(300044)公布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盛运环保(300090)公布关于董事增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高新兴(300098)公布201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翰宇药业(300199)公布关于获得依替

巴肽初次认证及其它原料药再认证的药品

GMP证书的公告。

新开普(300248)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吉艾科技(300309)公布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晶盛机电(300316)公布关于签订重要

合同的公告。

博晖创新 (300318)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炬华科技(300360)公布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汇金股份(300368)公布关于高管、监

事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易事特(300376)公布关于设立全资孙

公司并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艾比森(300389)公布关于部分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公告。

聚隆科技(300475)公布关于收到中标

通知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