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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邮科技(600476)公布关于股东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杭萧钢构(600477)公布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科力远(600478)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信威集团(600485)公布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鹏欣资源(600490)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科达洁能(600499)公布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宏达矿业(600532)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栖霞建设(600533)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厦门钨业(600549)公布关于拟收购标的股权涉及诉前财产保

全的公告。

大西洋(600558)公布关于调整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公告。

老白干酒(600559)公布关于公开披露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反

馈意见有关事项的公告。

江西长运(600561)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迪马股份(600565)公布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中珠控股(600568)公布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益佰制药(600594)公布关于签订设立贵州百洋益佰肿瘤易复

诊大数据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的公告。

中孚实业(600595)公布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

大洲兴业(600603)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棱光实业(600629)公布关于完成公司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变更

登记的公告。

中技控股(600634)公布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

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中源协和(600645)公布关于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城投控股(600649)公布2015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飞乐音响(600651)公布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告。

信达地产(600657)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的公告。

陆家嘴(600663)公布关于公开挂牌转让上海纯一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及债权的公告。

天目药业(600671)公布关于立案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东阳光科(600673)公布关于控股股东承诺通过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购买公司股份完成的公告。

川投能源(600674)公布2015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四川金顶(600678)公布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南京新百(600682)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海三毛(600689)公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青岛海尔(600690)公布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ST阳化(600691)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中航资本(600705)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ST松辽(600715)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百花村(600721)公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

佳都科技(600728)公布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及购买

完成公告。

苏州高新(600736)公布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的公

告。

辽宁成大(600739)公布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华远地产(600743)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锦江股份(600754)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洲际油气(600759)公布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通策医疗(600763)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综艺股份(600770)公布关于注销下属子公司的公告。

西藏城投(600773)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友好集团(600778)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

公开征集受让方结果的公告。

新华百货(600785)公布关于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的更正公告。

昆明机床(600806)公布关于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世茂股份(600823)公布关于公司与万达院线战略合作暨出售

资产认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四川长虹(600839)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参股绵阳虹点股权管

理有限公司事项的说明。

丹化科技(600844)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停车检修的公告。

航天长峰(600855)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京城股份(600860)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星湖科技(600866)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通化东宝(600867)公布关于大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

公告。

智慧能源(600869)公布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伊利股份(600887)公布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宝诚股份(600892)公布关于投资电影项目的公告。

张江高科(600895)公布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江苏有线(600959)公布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北方创业(600967)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惠而浦(600983)公布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部分到期赎回的公告。

雷鸣科化(600985)公布关于参与宿州市萧县矿山资源项目竞

拍结果的公告。

科达股份(600986)公布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赤峰黄金(600988)公布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四创电子(600990)公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柳钢股份(601003)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大秦铁路(601006)公布2015年9月大秦线生产经营数据简报。

玉龙股份(601028)公布关于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

恒立油缸(601100)公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广汽集团(601238)公布2015年9月份产销快报。

百隆东方(601339)公布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协议转让进展的公

告。

鹿港科技(601599)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

告。

华泰证券(601688)公布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海电气(601727)公布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中国中车(601766)公布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力帆股份(601777)公布关于股权激励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

期解锁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宁波建工(601789)公布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中煤能源(601898)公布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凤凰传媒(601928)公布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

雪峰科技(603227)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华铁科技(603300)公布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继续停牌的

公告。

新华龙(603399)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东方电缆(603606)公布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航天工程(603698)公布关于签署经营合同的公告。

隆鑫通用(603766)公布2015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星光农机(603789)公布关于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

赎回及继续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曲美家居(603818)公布关于收回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的公告。

洛阳钼业(603993)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方盛制药(603998)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品经营许可证

和GSP证书的公告。

新城B股(900950)公布2015年9月份及第三季度经营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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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提示

基 金 发 行 提 示

限 售 流 通 股 解 禁 提 示

最 新 公 告 速 览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中海混改红利主题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574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中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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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10

月

30

日

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的比例占

基金资产的

0-95%

，

对于受益

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证券

的投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

金资产的

80%

，

本基金持有的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

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

值的

5%

。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中邮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224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中邮创业基金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9

月

3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11

月

6

日

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

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

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

包含中小板

、

创业板及其他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

票

）、

债券

(

含中小企业私募债

券

)

、

可转换债券

、

银行存款

、

货币市场工具

、

权证

、

股指期

货

、

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

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但须符

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

。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丰收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50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9

月

2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10

月

23

日

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

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依

法发行上市交易的股票

（

包括中

小板

、

创业板及其他中国证监会

允许基金投资的股票

）、

权证

、

股

指期货

、

国债期货

、

债券

（

包括但

不限于国债

、

地方政府债

、

金融

债

、

企业债

、

公司债

、

次级债

、

可

转换债券

、

可交换债券

、

分离交

易可转债

、

央行票据

、

中期票据

、

短期融资券

、

超短期融资券等

）、

资产支持证券

、

债券回购

、

银行

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

，

以及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

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活期友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

001894/001895

基金类型 货币市场基金

管理人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10

月

13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10

月

30

日

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

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

融工具

，

包括现金

、

通知存

款

、

短期融资券

、

一年以内

(

含

一年

)

的银行存款和大额存

单

、

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

（

含

397

天

）

的债券和中期票

据

、

期限在一年以内

（

含一

年

）

的中央银行票据和债券

回购

、

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

（

含

397

天

）

的资产支持类证

券以及中国证监会

、

中国人

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

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上海

电气(股票代码601727）因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年9月

12日下发的[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及本公司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和托管人协商，本公司决定自

2015年10月9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上述股票

进行估值。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待上述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恢复采用当

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0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变更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2008］38号公告，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

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下简称“《参考方法》”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08年9月16日发布了《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本公司于2008年9月16日起对旗下

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资产净值影响超过0.25%的投资品种的公

允价值按照“指数收益法” 估值确定。

2015年10月9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富瑞特装”（股票代码：300228）继

续停牌， 本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以及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 决定于2015年10月9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上述股票采

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复牌后，若本基金管理人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

响因素并与托管人协商，认为该证券交易当日的收盘价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本公

司将采用收盘价对其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

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

2015-91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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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10月

9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陈建秋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陈建秋先生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去所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及子公司广东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陈建秋先生的辞职自

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陈建秋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陈建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陈建秋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的发展做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九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所持停牌股票中材科技估值调整的

公 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旗下诺安新经济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双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中材科技（股

票代码：002080）于2015年10月8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第[2008]38号）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

人、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10月9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所持有的该只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自中材科技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

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

关于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

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08]38号）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S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

知》（中证协发[2009]97号）的有关规定，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自2015年10月9日起对汇丰晋信2026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汇丰晋信新动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证券荣信股份（证券代码：002123）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

值。 在上述停牌证券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

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

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

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hsbcjt.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

务电话(021-20376888)了解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

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

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

2015-065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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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公司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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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中

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股份” ）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9日起停牌。 2015年4月13日，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

案》。停牌期间，公司相继于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3日、2015年4月30日

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相关公告详见2015年5月6日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延

期复牌公告》。公司相继于2015年5月13日、2015年5月20日、2015年5月27日、

2015年6月3日、2015年6月10日、2015年6月17日、2015年6月25日、2015年7

月2日、2015年7月8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自2015年7月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相关公告详见2015年7月15日的《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 公司相继于2015年7月22日、2015年7月29

日、2015年8月5日、2015年8月12日、2015年8月19日、2015年8月26日、2015

年9月2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上述公告已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公司于2015年9月2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议案。 并于2015年9月25日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

告》等相关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的规定， 本次

资产重组相关文件采用直通方式披露，实施事后审核机制。 截至目前，深圳证

券交易所正在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公司股票将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完成事后审核且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披露相

关公告后复牌，预计停牌时间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之日（即2015

年9月25日）起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资产估值方法调整的

公 告

依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的有关规定和《关于发布中基

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指导意见，经与基金托管人协

商一致，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对旗下部

分基金所持有以下停牌股票自2015年10月9日起按照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以下股票的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也可采用其

他合理的估值方法进行估值。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600211 西藏药业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

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

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0

月

10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新任基金管理人法

定代表人、离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离任基

金管理人法定代表人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于进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

资格

不适用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不适用

任职日期 2015-9-30

过往从业经历

于进先生1983年开始在农业银行总行工作，历任信息部

副处长、处长，人事部处长、副总经理，电子银行部总经

理，科技与产品管理局局长。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

注： 根据2015年4月24日修改后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的规定，“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和“中国证监会核

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不再适用。

3�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刁钦义

离任原因 工作变动

离任日期 2015-9-30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经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备案。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15-69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鼎欧洲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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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1、中鼎欧洲公司（以下简称“中鼎欧洲”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中

鼎欧洲与FEDERAL� MOGUL� SAS（简称“FM” ）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中鼎欧洲拟收购FM旗下位于法国的密封系统有限公司（简称“FM密封” ）的

100%股权，购买价格为1欧元。

2、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持有人 地址 持股比例

FEDERAL�MOGUL�SAS

Paul�Bert,�Saint�Jean�de�la�Ruelle�

(45140),�Orleans,�France

10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本次交易标的为FM密封100%的股权。

公司名称：FEDERAL� MOGUL� SEALING� SYSTEMS

法人代表:� Emmanuel� COUTURIER

注册地址：25� Rue� Aristide� Briand,� ST� PRIEST� (69800),� France

联系电话： +33� 4� 72� 23� 25� 25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FEDERAL� MOGUL� SAS, � Orleans, � France�

(100%)� �位于法国奥尔良的FEDERAL� MOGUL� SAS

公司简介：

FM密封于1882年在法国里昂创建，目前主要为发动机、变速箱、蓄电池组

提供密封技术和解决方案；为奥迪、宝马、菲亚特、福特、雷诺和标致雪铁龙等

主机厂客户以及康明斯、戴姆勒、道依茨、斗山、依维科、沃尔沃和斯堪尼亚等

重型和商用车辆主机厂客户。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欧元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7805 4913

负债总额 5823 6675

净资产 1982 -1762

2014年度 2015年1-6月

营业收入 14202 6953

毛利 -2359 -866

EBIT -2563 -989

应收款项 621 905

现金净流量 -2552 -2002

备注：

（1）、FM密封201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经过（Grant� Thornton）均富会计

师事务所，集团审计师和法国实体企业的审计委员审计，2015年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2）、根据收购协议，此交易的购买价格为1欧元；

（3）、转移目标股权不限制保证，抵押或其他可能影响股权转移的任何情

况或所有权争端。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收购价格：FM密封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1欧元；

2、鉴于FM密封目前处于亏损状态，出让方FM补偿1,185万欧元用于改

造支出和弥补未来可能面临的经营亏损，该资金可确保FM密封未来几年无风

险运营。

五、涉及本次股权收购的其他安排

1、本次收购FM密封100%的股权后，公司将拥有该公司的营运资产。收购

完成后人员安排按《股权转让协议》规定执行。

2、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亦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FM密封位于欧洲主要汽车生产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目前客

户均为国际顶级的汽车品牌。 FM密封在发动机和变速箱密封技术、液体橡胶

成型技术（LEM）方面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具有较强的密封技术解决方

案，拥有成熟的产品技术工艺、高效的管理团队和重要的客户资源。收购FM密

封将显著增强公司在该领域的技术水平并有利于公司进入法国市场， 扩大欧

洲市场。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依托FM密封在该领域的优势，积极拓宽公司的产品

进入高端品牌汽车的核心供应领域，实现利润最大化。

七、本次股权收购的风险分析

1、本次股权收购的风险

收购FM密封之后，公司管理团队能否实现有效整合、经营业绩能否实现

扭亏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风险的防范措施

公司也充分认识到本次股权收购可能面临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对FM密封

的资产和业务进行了详细核查，多次赴法国开展实地调研，熟悉当地的法律政

策及商业环境。 公司前期在欧洲已经拥有成功的并购案例，本次并购完成后，

我们将充分利用FM密封的技术与市场优势， 对公司欧洲市场和业务进行整

合，调整FM的经营与管理模式，压缩管理与生产成本，对FM密封尽快扭亏为

盈充满信心。

八、备查文件目录

1、《股权转让协议》；

2、2014年度FM密封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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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00

劲拓股份 劲通电子设备

（

深圳

）

有限公司等

46,415,100 38,926,830 2015-10-12

600317

营口港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3,180,268,125 3,180,268,125 2015-10-12

603010

万盛股份 浙江伟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22,636,600 22,636,600 2015-10-12

002701

奥瑞金 上海原龙投资有限公司等

7

名

115,690,000 115,690,000 2015-10-12

002019

亿帆鑫富

9

人

11,790,680 11,790,680 2015-10-12

600707

彩虹股份 上海建盛物业服务中心等

1,320,000 1,320,000 2015-10-13

000786

北新建材 光大金控

（

上海

）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等

227,355,722 227,355,722 2015-10-13

603018

设计股份

169

名

36,932,935 36,932,935 2015-10-14

600259

广晟有色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等

5

名

12,722,646 8,905,853 2015-10-14

600000

浦发银行 广东移动

3,730,694,283 3,730,694,283 2015-10-14

603606

东方电缆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

86

名

70,268,015 70,268,015 2015-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