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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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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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90

美亚光电 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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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111

康尼机电 王念春等

7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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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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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33

金城医药 郭方水

、

朱晓刚

70,400 70,400 2015-8-3

300384

三联虹普 冯常龙等

21

人

4,524,800 4,524,800 2015-8-3

300391

康跃科技 青岛中科恒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3

家

20,000,000 10,000,000 2015-8-3

002065

东华软件 北京华创智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6

家

11,746,915 10,712,789 2015-8-4

600242 *ST

中昌 佛山市南海区公建物业有限公司等

340,240 340,240 20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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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04

物产中大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7

家

164,383,561 164,383,561 2015-8-6

600323

瀚蓝环境 南海控股

91,319,726 91,319,726 2015-8-7

证券代码：

600074

证券简称：保千里 编号：

2015-075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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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经公司申请，

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7月3日起停牌。 公司已于2015年7月3日发布了《关于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61）， 于2015年7

月10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5），于2015年7月17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延期复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68），于2015年7月24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72）。

鉴于公司正在筹划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规范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停复牌及相关事项的通

知》[上证发〔2014〕78号](以下简称“《通知》” )�的规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第二次延期复牌，公司股

票自2015年7月24日至2015年8月12日继续停牌。

一、关于延期复牌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5年7月23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第二次延期复牌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第三次延期复牌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

金拟投资项目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意义重大，公司需要对拟投资项目进行详细、

审慎的可行性论证，该等论证及评估的工作量较大。 其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部分募集资金可能用于收购相关资产，交易双方正在谈判，公司将对拟收购

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预计工作量较大，仍需一定时间。为了有利于相关各方

更加缜密地完成各项工作，更好地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股票延期

20天复牌。

同时，按照目前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董事会评

估认为， 公司在2015年8月12日第二次延期复牌届满之前可能仍无法披露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同意由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庄敏先生将《关于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第三次延期复牌的议

案》提请增加至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若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议案，公司股票将最晚于2015年9月26日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每5个交易日（含停牌当日）公告相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 若公司在2015年9月26日以前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准备

工作，公司将申请提前复牌并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及各相关方正在全力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方案尚未最终

确定，该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1、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涉及的项目需要详细、充分论证

考虑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意义重大， 公司需要对

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进行详细、审慎的可行性论证，包括对项目技术储备的详

细分析、项目实施产业化的全面评估和对投资回报的详尽测算；力求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未来能够成功实施，以更好的回报公司股东。该等论证及评估工作量

较大，仍需一定时间。

2、本次非公开发行拟收购相关资产

由于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可能用于收购相关资产，交

易双方正在谈判，公司将对拟收购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尽职调查，预计工作

量较大，尚未完成。

三、尽快消除继续停牌情形的方案

1、公司及各相关方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争取尽快完成募集资金拟投

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工作。

2、公司董事会已要求相关各方尽快完成对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尽职调

查等相关工作。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5个交易日

（含停牌当日）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仍然

在论证和完善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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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证券代码：

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2015-034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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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公示。 中小

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7月30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7月29日—2015年7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15年7月30

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2015年7月29日15:00至2015年7月3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于新立先生

（六）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230,155,29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214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会议。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30,140,9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2121%。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0023%。

（四）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5名（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0名，参加网络投票

的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4,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23%。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230,148,3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反对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483%；反对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517%；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薛玉婷、史雪飞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沧州明珠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988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

2015-044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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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30日，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赵美光先生通知， 赵美光先生于2015年7月30日增持了公司部

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进展情况

2015年7月13日，公司发布《赤峰黄金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增持计划暨股票

复牌的公告》（临2015-039），公司控股股东赵美光先生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于近期继续增持本公司

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

2015年7月30日， 赵美光先生通过 “长江资管瀚丰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增持公司股份1,2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 截止本公告之日，赵

美光先生通过个人证券账户增持公司股份731,157股，通过“长江资管瀚丰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增持2,230,490股。

目前，赵美光先生个人持有公司股份215,048,591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30.15%；“长江资管瀚丰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持有公司股份2,230,49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1%。

二、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三、赵美光先生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四、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

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赵美光先生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530

；

200530

证券简称：大冷股份；大冷

B

公告编号：

2015-049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大连三洋高效制冷系统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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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6月4日召开六届

十七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大连三洋高效制冷系统有限公司股

权的报告》， 同意公司以26,993,388.94元的价格， 受让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三洋电机” ）所持大连三洋高效制冷系统有限公司（“三洋高效” ）30%股

权。 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三洋高效55%股权，三洋高效将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前述事项的具体内容， 以及拟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公司董事会议决议公告（2015-030）、关于受让大连三洋高效制冷系

统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2015-032）。

目前，公司已与三洋电机正式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且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已完成。

特此公告。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股票代码：

600126

股票简称：杭钢股份 编 号：临

2015

—

047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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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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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半年度业绩将出

现亏损，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600万元左右。

3、本次预告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47,667.81元。

2、每股收益：0.01元。

三、业绩预亏的原因

受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和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引起下游需求减弱等因

素的影响，国内钢材市场持续低迷，钢材价格大幅下滑，尽管原材料价格也出

现下跌的态势，但钢材价格的跌幅远大于原材料价格下跌的幅度，导致2015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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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 公告编号：

2015-106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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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已

于2015年7月10日起停牌，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披露的《中安消筹划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98） 和2015年7月17日披露

《中安消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100）。 2015年7月24

日，公司披露《中安消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103），公

司股票自2015年7月24日起停牌不超过30日。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

及的各项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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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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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0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

2015-76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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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侯毅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侯毅先生与万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协议》，为此，侯毅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1,150万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占其个人所持股份总数的11.5%；占公司总股本的3.08%）质押给万和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用于融资，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7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2015年7月29日起至办

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为止。

侯毅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0,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78%。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侯毅先生共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7,478万股，占其个人

所持股份总数的74.7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02%。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15-020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美国

Tesaro

公司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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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 或“公司” ）与美国

Tesaro公司达成协议， 引进Tesaro公司用于肿瘤辅助治疗的止吐专利药

Rolapitant， 恒瑞将被授权负责该药在中国的临床开发、 注册和市场销售。

Rolapitant由Tesaro公司开发，是一种NK-1（神经激肽-1）受体拮抗剂，该

药有两种剂型，口服剂型目前在美国已经完成III期临床试验，处于美国FDA

待批上市阶段，注射剂型目前正在美国开展I期临床试验。Tesaro公司成立于

2010年，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专注肿瘤治疗及其辅助用药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研发管线涉及小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单克隆抗体和止吐药等。

通过与国际领先的抗肿瘤药公司合作，引进开发新产品，能够扩展恒瑞

抗肿瘤药及辅助用药的产品线。今后公司将继续致力于为中国肿瘤患者提供

更好的治疗手段，同时也为广大股东创造更大的投资价值。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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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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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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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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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富恒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001086

C:001087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3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国泰央企改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26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3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8

日

基 金 发 行 提 示

■ 责编：刘勇 阳海燕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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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31日 星期五

信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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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公 告 速 览

中国宝安(000009)公布2014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

深物业A(000011)公布关于A股股价

异常波动的公告。

特力Ａ(000025)公布关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公告。

*ST华锦(000059)公布2015年石化

及配套公用工程生产装置大修完成公告。

中金岭南(000060)公布关于继续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中兴通讯(000063)公布关于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承诺履行完成的公告。

特发信息(000070)公布公司股票复

牌公告。

天健集团(000090)公布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信海直(000099)公布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联重科(000157)公布关于回购H股

股份的进展公告。

渤海租赁(000415)公布2015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通程控股(000419)公布2014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

徐工机械(000425)公布201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大冷股份(000530)公布关于受让大连

三洋高效制冷系统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华映科技(000536)公布关于受让子公

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陕国投Ａ(000563)公布关于公司董事

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海南海药(000566)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威孚高科(000581)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友利控股(000584)公布九届董事会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渤海股份(000605)公布关于201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湖北金环(000615)公布关于职工代表

监事辞职及增补的公告。

新华联(000620)公布关于公司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恒立实业(000622)公布2015年半年

报更正公告。

仁和药业(000650)公布关于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金岭矿业(000655)公布重大事项进展

情况公告。

索芙特(000662)公布关于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

书》的公告。

阳光城(000671)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襄阳轴承(000678)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大连友谊(000679)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进展公告。

亚太实业(000691)公布关于股票存在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风险的提

示性公告。

大地传媒(000719)公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

西安饮食 (000721)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泰禾集团(000732)公布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钢板材(000761)公布关于召开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ST美利(000815)公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

金城股份(000820)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长城动漫(000835)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海印股份(000861)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的公告。

安凯客车(000868)公布关于获得政

府补助的公告。

新希望(000876)公布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华联股份(000882)公布关于筹划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的公告。

津滨发展(000897)公布关于控股股

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新洋丰(000902)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中钢国际 (000928)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首钢股份(000959)公布总会计师辞

职公告。

华东医药(000963)公布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公告。

蓝鼎控股(000971)公布公司股票复牌

公告。

九芝堂(000989)公布董事会说明公告。

诚志股份(000990)公布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ST皇台(000995)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盾安环境(002011)公布关于收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

书》的公告。

七喜控股(002027)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停牌进展的公告。

七匹狼(002029)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丽江旅游(002033)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中钢天源(002057)公布2015半年度

业绩快报。

宏润建设(002062)公布2015半年度

业绩快报。

东华软件(002065)公布关于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长城影视(002071)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雪莱特(002076)公布关于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的公告。

中材科技(002080)公布2015半年度

业绩快报。

新野纺织(002087)公布关于公司子公

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江苏国泰(002091)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青岛金王(002094)公布2015半年度

业绩快报。

山河智能(002097)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浔兴股份(002098)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冠福股份(002102)公布2015年半年度

业绩快报。

广博股份(002103)公布关于实际控制

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莱宝高科(002106)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公告。

沧州明珠(002108)公布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三变科技(002112)公布2015年半年度

业绩快报。

银轮股份(002126)公布2015年半年度

业绩快报。

新民科技(002127)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东华科技(002140)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宁波银行(002142)公布关于董事任职

资格核准的公告。

艾派克(002180)公布2015年半年度

业绩快报。

云海金属(002182)公布201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新嘉联(002188)公布2015年半年度

业绩快报。

二三四五(002195)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方正电机(002196)公布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飞马国际(002210)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南洋股份(002212)公布2015半年度业

绩快报。

南洋股份(002212)公布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诺普信(002215)公布关于实际控制人

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民和股份 (002234)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安妮股份(002235)公布关于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进展公告。

大华股份(002236)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泰和新材(002254)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德奥通航(002260)公布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万马股份(002276)公布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海大集团(002311)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华英农业(002321)公布2015年半年度

业绩快报。

富安娜(002327)公布201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新朋股份(002328)公布2015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英威腾(002334)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人人乐(002336)公布2015年半年度

业绩快报。

新纶科技(002341)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巨力索具(002342)公布关于实际控制

人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的公告。

泰尔重工(002347)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漫步者(002351)公布关于增持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浩宁达(002356)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神剑股份(002361)公布201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亚太药业(002370)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公告。

东山精密(002384)公布关于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停牌进展公告。

齐翔腾达(002408)公布关于收购山

东齐鲁科力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99%股权

完成交割的公告。

广联达(002410)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九九久(002411)公布2015年半年度业

绩快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爱施德(002416)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ST元达(002417)公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

毅昌股份(002420)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凯撒股份(002425)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胜利精密(002426)公布2015半年度

业绩快报。

棕榈园林(002431)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壹桥海参(002447)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二六三(002467)公布关于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

书》的公告。

金正大(002470)公布关于举行投资者

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中超电缆(002471)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双环传动(002472)公布关于股东股份

质押的公告。

浙江永强(002489)公布关于利用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通鼎互联(002491)公布201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汉缆股份(002498)公布澄清公告。

大康牧业(002505)公布关于“12大康

债”回售结果的公告。

大康牧业(002505)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ST集成(002506)公布关于简式权益

报告书补充内容的提示性公告。

涪陵榨菜(002507)公布关于股东追加

承诺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金字火腿(002515)公布关于公司参股

的上海晖硕信息有限公司及上海微盟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变动的公告。

银河电子(002519)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英飞拓(002528)公布关于公司监事增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海源机械(002529)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林州重机(002535)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春兴精工(002547)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凯美特气(002549)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宝鼎重工(002552)公布关于上海复榆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步森股份(002569)公布关于股价异动

的公告。

海南瑞泽(002596)公布关于公司实际

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增持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

山东章鼓(002598)公布关于变更保荐

代表人的公告。

金达威(002626)公布关于控股股东部

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成都路桥(002628)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道明光学(002632)公布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雪人股份(002639)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加加食品(002650)公布关于调整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万润科技(002654)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茂硕电源(002660)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普邦园林(002663)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东诚药业(002675)公布关于第二大股

东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顺威股份(002676)公布股价异动公告。

奋达科技(002681)公布关于公司管理

层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宏大爆破(002683)公布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还款的公告。

猛狮科技(002684)公布201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红旗连锁(002697)公布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博实股份(002698)公布关于收到软件

产品增值税退税的公告。

浙江世宝(002703)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天赐材料(002709)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欧浦钢网(002711)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牧原股份(002714)公布关于全资子公

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岭南园林(002717)公布关于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

金莱特(002723)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万达院线(002739)公布2015年半年

度业绩快报。

爱迪尔(002740)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凤形股份(002760)公布关于公司股票

异动的公告。

索菱股份(002766)公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

科迪乳业(002770)公布关于签订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柏堡龙(002776)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杭汽轮Ｂ(200771)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的公告。

神州泰岳(300002)公布201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探路者(300005)公布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金龙机电(300032)公布重大事项复牌

公告。

万顺股份(300057)公布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天龙集团(300063)公布公司股票复牌

公告。

海默科技 (300084)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吴通通讯(300292)公布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博晖创新(300318)公布关于公司董事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菲利华(300395)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