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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000630

公告编号：

2015-073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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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452,610,1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6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0月16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383号文核准，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

东）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49,052.203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93,181,794.8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71,068,248.95元后，发行

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22,113,545.85元。 本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

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2014年10月16日，本次新增股

份49,052.203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912,

128,737股。

2、201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1,912,128,73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0元（含税），同时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不送股。2015年6月2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824,257,474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增加至981,

044,060股。

3、2015年9月14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以2015年9月14日总股本3,824,257,47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5股，

派0.6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2015年9月24日，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9,560,643,685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增加至2,452,

610,150股。

二、本次拟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如下：自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除上

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公司不存在其他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

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等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0月16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452,610,1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65%；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8户，证券账户数为50户；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

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

数占总股份比

例（%）

1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财通基金公司－工行－杭州

新天地集团有限公司

5,458,515 5,458,515 0.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

基金－富春定增9号资产管

理计划

1,637,555 1,637,555 0.0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

基金－富春定增51号资产

管理计划

8,187,775 8,187,775 0.08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

基金－富春定增21号资产

管理计划

5,458,515 5,458,515 0.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

基金－富春定增5号资产管

理计划

5,458,515 5,458,515 0.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

定增分级30号资产管理计

划

5,458,515 5,458,515 0.0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

105号资产管理计划

54,585,150 54,585,150 0.57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陕国

投信托－陕国投?盛唐37号

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3,820,960 253,820,960 2.65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917,030 10,917,030 0.11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白石

复利1号资产管理计划

1,637,555 1,637,555 0.01

小 计 352,620,085 352,620,085 3.68

2

广发证券资产管

理（广东）有限公

司

广发证券－交通银行－广发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3号）

5,458,510 5,458,510 0.05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

恒定定增宝1号资产管理计

划

14,862,650 14,862,650 0.15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

恒定定增宝2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4,862,650 14,862,650 0.15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

恒定定增宝3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4,862,650 14,862,650 0.15

小 计 50,046,460 50,046,460 0.52

3

中国人寿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910,480 1,910,480 0.01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3,275,105 3,275,105 0.03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183,405 2,183,405 0.02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637,550 1,637,550 0.01

国寿永诚企业年金集合计

划－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912,660 4,912,660 0.0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637,550 1,637,550 0.01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091,700 1,091,700 0.01

中国烟草总公司北京市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183,405 2,183,405 0.02

新疆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20,960 3,820,960 0.03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910,480 1,910,480 0.0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5,458,515 5,458,515 0.05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B计划）企业年金计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29,255 2,729,255 0.02

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3,275,105 3,275,105 0.03

中铝贵州企业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

2,183,405 2,183,405 0.02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钢铁业企

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3,820,960 3,820,960 0.03

上海铁路局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458,515 5,458,515 0.05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183,405 2,183,405 0.02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729,255 2,729,255 0.02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183,405 2,183,405 0.02

国寿永睿企业年金集合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3,100,435 13,100,435 0.13

国寿永睿企业年金集合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637,550 1,637,550 0.01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72,925 272,925 0.00

南昌铁路局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4,365 6,004,365 0.06

国寿养老红盛混合型养老金

产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5,458,515 5,458,515 0.0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中国农业银行

2,729,255 2,729,255 0.0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烟草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091,700 1,091,700 0.01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3,646,285 13,646,285 0.14

国寿永丰企业年金集合计

划－农行

5,458,575 5,458,575 0.05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637,550 1,637,550 0.01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364,625 1,364,625 0.01

小 计 106,986,895 106,986,895 1.11

4

长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长安基金－广发银行－长安

长泰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419,213,970 419,213,970 4.38

5

东海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

基金－鑫龙73号资产管理

计划

431,222,705 431,222,705 4.51

6

长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长信基金－宁波银行－长信

基金－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

划

386,462,880 386,462,880 4.04

长信基金－宁波银行－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4,421,395 54,421,395 0.56

小 计 440,884,275 440,884,275 4.61

7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信证券－平安银行－国信

金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99,454,125 399,454,125 4.17

8

英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英大基金－华夏银行－五矿

信托－金牛13号定向增发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2,181,635 252,181,635 2.63

合 计 2,452,610,150 2,452,610,150 25.65

注：百分比合计数与各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六、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增加数量（股） 减少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

通股（或非

流通股）

2,452,801,775 25.66 2,452,610,150 191,625 0.002

03�首发后

机构类限售

股

2,452,610,150 25.65 0 0.00

04�高管锁

定股

191,625 0.00 191,625 0.00

二、无限售

流通股

7,107,841,910 74.34 2,452,610,150 9,560,452,060 99.998

三、总股本 9,560,643,685 100.00 9,560,643,685 100.00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华林证券核查后认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限售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对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禁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铜陵

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

解禁的核查意见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 或“本保荐机构” ）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有色” 或“公司” ）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

行”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就铜陵有色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 非公开发行股票概况及后续股本变化概况

1、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383号文《关于核准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铜陵有色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9,676万股新股。

2、2014年9月，公司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49,

052.203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93,181,794.8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71,068,248.95元

后，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22,113,545.85元。

3、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总股本为1,421,606,707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

本为1,912,128,737股。

4、201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1,912,128,73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0元（含税），同时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不送股。2015年6月2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824,257,474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增加至981,

044,060股。

5、2015年9月14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以2015年9月14日总股本3,824,257,47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5股，

派0.6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2015年9月24日，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9,560,643,685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增加至2,452,

610,150股。

二、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

所作承诺，8名发行对象均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并申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相关股份锁定。上述承诺得到严格

履行。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条件的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0月16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452,610,1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65%；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8户，证券账户数为50户；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

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

数占总股份比

例（%）

1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财通基金公司－工行－杭州

新天地集团有限公司

5,458,515 5,458,515 0.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

基金－富春定增9号资产管

理计划

1,637,555 1,637,555 0.0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

基金－富春定增51号资产

管理计划

8,187,775 8,187,775 0.08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

基金－富春定增21号资产

管理计划

5,458,515 5,458,515 0.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

基金－富春定增5号资产管

理计划

5,458,515 5,458,515 0.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

定增分级30号资产管理计

划

5,458,515 5,458,515 0.0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

105号资产管理计划

54,585,150 54,585,150 0.57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陕国

投信托－陕国投?盛唐37号

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3,820,960 253,820,960 2.65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917,030 10,917,030 0.11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白石

复利1号资产管理计划

1,637,555 1,637,555 0.01

小 计 352,620,085 352,620,085 3.68

2

广发证券资产管

理（广东）有限公

司

广发证券－交通银行－广发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3号）

5,458,510 5,458,510 0.05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

恒定定增宝1号资产管理计

划

14,862,650 14,862,650 0.15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

恒定定增宝2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4,862,650 14,862,650 0.15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

恒定定增宝3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4,862,650 14,862,650 0.15

小 计 50,046,460 50,046,460 0.52

3

中国人寿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910,480 1,910,480 0.01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3,275,105 3,275,105 0.03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183,405 2,183,405 0.02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637,550 1,637,550 0.01

国寿永诚企业年金集合计

划－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912,660 4,912,660 0.0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637,550 1,637,550 0.01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091,700 1,091,700 0.01

中国烟草总公司北京市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183,405 2,183,405 0.02

新疆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20,960 3,820,960 0.03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910,480 1,910,480 0.0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5,458,515 5,458,515 0.05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B计划）企业年金计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29,255 2,729,255 0.02

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3,275,105 3,275,105 0.03

中铝贵州企业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

2,183,405 2,183,405 0.02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钢铁业企

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3,820,960 3,820,960 0.03

上海铁路局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458,515 5,458,515 0.05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183,405 2,183,405 0.02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729,255 2,729,255 0.02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183,405 2,183,405 0.02

国寿永睿企业年金集合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3,100,435 13,100,435 0.13

国寿永睿企业年金集合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637,550 1,637,550 0.01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72,925 272,925 0.00

南昌铁路局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4,365 6,004,365 0.06

国寿养老红盛混合型养老金

产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5,458,515 5,458,515 0.0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中国农业银行

2,729,255 2,729,255 0.0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烟草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091,700 1,091,700 0.01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3,646,285 13,646,285 0.14

国寿永丰企业年金集合计

划－农行

5,458,575 5,458,575 0.05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637,550 1,637,550 0.01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364,625 1,364,625 0.01

小 计 106,986,895 106,986,895 1.11

4

长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长安基金－广发银行－长安

长泰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419,213,970 419,213,970 4.38

5

东海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

基金－鑫龙73号资产管理

计划

431,222,705 431,222,705 4.51

6

长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长信基金－宁波银行－长信

基金－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

划

386,462,880 386,462,880 4.04

长信基金－宁波银行－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4,421,395 54,421,395 0.56

小 计 440,884,275 440,884,275 4.61

7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信证券－平安银行－国信

金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99,454,125 399,454,125 4.17

8

英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英大基金－华夏银行－五矿

信托－金牛13号定向增发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2,181,635 252,181,635 2.63

合 计 2,452,610,150 2,452,610,150 25.65

注：百分比合计数与各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四、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增加数量（股） 减少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

流通股）

2,452,801,775 25.66 2,452,610,150 191,625 0.002

二、无限售流通股 7,107,841,910 74.34 2,452,610,150 9,560,452,060 99.998

三、总股本 9,560,643,685 100.00 2,452,610,150 2,452,610,150 9,560,643,685 1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林证券认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非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证券代码：

000620

证券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2015-105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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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发行期

限不超过5年的中期票据。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15-031、2015-041及2015-058号公告）。

2015年9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5]MTN443号），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

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0亿元，注册额度自交易商协会发出《接受注册通知书》之

日起2年内有效（详见公司2015-101号公告）。

公司于2015年10月12日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完成了中期票据的发行， 发行金额为

人民币10亿元，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10月12日全额到账，具体发行结果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期票据简称 15新华联不MTN001

中期票据代码 101573015 中期票据期限 3年

起息日 2015年10月12日 兑付日 2018年10月12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

发行利率 5.90%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及上海

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86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2015年1-9月 2015年7-9月

2014年1-9月 2014年7-9月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亏损：

约 9500 万元左

右

亏损：

1463.03 万

元

亏损：

29165.65万

元

亏损：

31307.39万

元

盈利：

350.05 万

元

亏损：

282.48 万

元

基本每股

收益

亏损：

约0.054元/股左

右

亏损：

0.008元/股

亏损：

0.189元/股

亏损：

0.184元/股

盈利：

0.002 元 /

股

亏损：

0.002元 /

股

注：今年三季度，公司发生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收购云南源鑫炭素有限公司

100%股权、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86.92%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公司

2014年相关财务数据进行调整。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情况

报告期内，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影响，2015年前三季

度长江有色、广东南储铝锭现货均价分别为12660元/吨，12590.55元/吨，相比去年同期的

13462.45元/吨，13545.87元/吨，分别下降了5.96%，7.05%。 2015年第三季度以来，长江有

色、广东南储铝锭现货均价较上半年进一步下跌，2015年第三季度长江有色、广东南储铝

锭现货均价分别为11999.69元/吨，12067.81元/吨， 较2014年第三季度同比分别下降了

14.61%，14.84%，较2015年二季度环比分别下降了7.44%、7.24%。 在外部极其严峻的市场

形势下，公司采取了挖潜降本、提质增效、改革创新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等措施积极应对，

并继续实施市场化用电机制，主要产品成本得到较好控制并持续降低，公司2015年前三季

度业绩同比实现较大幅度减亏， 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受铝价同比大幅下跌影响， 公司

2015年7-9月业绩同比由盈转亏，出现一定幅度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

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54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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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8日，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自然人股东顾正、李芳英、袁建新、王祥伟、高湘、郑帼芳、丁文华（以下

将此七人合称“出让方” ）与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祥投

资” ）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出让方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29,377,0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72%）以13.5元/股的价格转让

给业祥投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年9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5年10月14日，公司接到出让方通知，上述协议转让给业祥投资的29,

377,047股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10月14日办理完毕， 业祥投资承

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其所受让的公司股份。 本次

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业祥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7,577,48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3.074%，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另外根据协议约定，上述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成后顾正、袁建新、王祥伟

再将其持有的5,46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004%）对应的表决权委托

给业祥投资行使， 目前有关各方正在积极办理该部分股份质押及表决权委托

手续。待该表决权委托手续全部完成后，业祥投资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将达

到28.078%，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69

证券简称：卓翼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67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9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公司2015年1-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100%～-74.04%。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3,500万元～-2,500万元 盈利：5,777.85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平板电脑及智能手机等市场格局变化加大，

致使销售未达预期，以及因第三季度汇率大幅波动造成美元负债的汇兑损失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2、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3、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5-85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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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为避免股价

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新纶科技，证券代码：002341)自2015年10

月15日(周四)上午开市起停牌。

一、停牌事由

公司正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包括以下项目：

1、拟收购一家境外涂布生产企业100%股权，并获得相关专利及专有技术在中国境内

的使用权、相关产品在中国境内的生产权与销售权，在国内新建工厂；

2、拟与一家境外涂布企业在国内合资建设涂布工厂。

以上项目预计总投资10-15亿元，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项目投资所需

资金，并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目财务顾问。

二、停牌时间

公司承诺争取在停牌后1个月内（即2015年11月15日前）披露预案，如公司未能在上

述期限内披露相关预案，公司将根据项目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

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

于2015年11月16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承诺， 自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同类事

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 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

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预案，公司承诺自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

划同类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并直至相关事项确定

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特别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本次资产重组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48

证券简称：北纬通信 编号：

2015-042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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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5年1月1日—2015年9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在《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预计2015年1-9月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000万元至-500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500万元—0万元 盈利：2,254.86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修正三季度业绩预告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针对传统增值业务的行业变化，公司调整原有业务结构和组织架构，探索

新的业务发展模式，使增值业务收入下滑幅度低于预期。

2、报告期内，公司在兼顾业务拓展同时，较好地控制了成本及费用。

3、参股公司第三季度业绩增长较快，使公司投资收益高于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

2015-057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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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4600万元–5300万元 亏损：3489.3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19-0.21元 亏损：0.14�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联营企业亏损，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2015年前三季度经营情况的初步测

算做出，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71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2015-022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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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8日发布了《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1）， 具体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自2015年10月8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停

牌时间不超过30个自然日，即承诺争取在2015年11月6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

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11月6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

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

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中介机构正在开展有关尽职调查等工作，公司与相关方正在积极推动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各项工作。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

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尚未最终确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