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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600806/H300� � � � � � �证券简称：昆明机床 编号：临2015-085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补充公告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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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A股股票于2015年10月12日、13日、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 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公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临2015-084）。

经自查和向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确认，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

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有关信息

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5日

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601579� � �编号：临2015—042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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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4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2198�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

司提交的《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

查，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的期

限内及时组织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董事会将根

据非公开发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57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2015-087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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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 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本公司2015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与2014年前三季度报告披露的同期数相比增长约50� %-60%。

3、业绩预告是否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7,226,013.77元。

2、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每股收益：0.49元

说明：上年同期每股收益按公司股本80,960万股计，按公司现股本167,382万股计上年同期每股收

益为0.24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公司产品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实现的主营业务利润增加。 ?

2、公司于2015年5月完成收购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剩余49%股权，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已成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持有该公司股权比例的变化增加净利润。

3、公司出售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票确认的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及转让所持北

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1%股份实现的投资收益。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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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0868� � � �证券简称：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2015-037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报告财务信息更正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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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 《关于对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

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要求，公司对2013年、2014年的半年报及年报、2015年半年

报进行了更正（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定期报

告更正公告》）。 按照中国证监会 《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现对上述定期报告中财务信息的更正作以

下提示性公告：

一、公司将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后的 2013

年、2014年年度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意见。 经审计的更正后的年度报告将在本公告公

布之日起45天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披露。

二、上述定期报告财务信息的更正主要是对2013年、201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相关数

据进行补充披露和更正，不会对公司2015年的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公司因定期报告补充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801、900933� � � � � � � �证券简称：华新水泥、华新B股 编号：临2015-045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兑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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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 方便投资者及时领

取付息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0华新MTN2

4.债券代码：1082190

5.发行总额：人民币6亿

6.债券期限：5年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5.3%

8.计息方式：附息浮动

9.还本付息方式：按年付息，到期还本

10.付息日：存续期内每年10月25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11.到期兑付日：2015年10月25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二、付息/兑付办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其付息/兑付资金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

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

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贺德勇、刘玉姣

联系方式：027-87806060-680860

2.联席主承销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樊、苏烨

联系方式：027-85495532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颐岚、何佳睿

联系方式：010-60838888

3.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部门：托管部、资金部

四、备注

无。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6日

证券简称：金杯汽车 证券代码：600609� �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2015-073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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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量（辆） 销量（辆）

产品类型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载货汽车 1596 4454 36081 50955 -29.19% 1594 4354 36707 50620 -27.49%

其中：微型货车 0 0 419 198 111.62% 90 77 485 1493 -67.52%

轻型货车 1596 4454 35662 50757 -29.74% 1504 4277 36222 49127 -26.27%

SUV 212 1236 5176 10832 -52.22% 212 1236 5176 10832 -52.22%

合计 1808 5690 41257 61787 -33.23% 1806 5590 41883 61452 -31.84%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0555� � � � �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2015-06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0955� � � � � � � � � � � � � � �九龙山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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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

已于2015年6月2日起停牌，并于2015年6月2日、2015年6月9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5-029）、《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31）。 2015年6

月16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34），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6日

起继续停牌一个月。 2015年6月24日、2015年7月1日、2015年7月8日、7月15日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35、临2015-038、临2015-040、临2015-044）。 2015年7月16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45），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6日起

继续停牌一个月。 2015年7月22日、2015年7月29日、2015年8月5日、2015年8月12日分别发布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47、临2015-048、临2015-049、临2015-053）。 2015年

8月15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54），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

15日起继续停牌一个月。 2015年8月19日、8月26日、9月2日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5-055、临2015-056、临2015-058）。2015年9月9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并于9月10日

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60）。 2015年9月11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61）。 2015年9月15日，披露了《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62），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 2015年9月18

日、9月25日、10月9日， 分别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5-064、临

2015-067、临2015-06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

务顾问等各项工作。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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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368� � � � � �证券简称：柳州医药 公告编号：2015-067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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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与来宾市人民医院、桂林

市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本着“真诚合作、互惠互利、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的原则，在平等、自愿、诚信的基础上，经过友好协商，就开展医院供应链延伸

服务项目达成共识。

一、关于合作协议的签署背景

2015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事项。 2015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前述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待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项目中的“医院供应链延伸服务项目一期” 计划投

资103,500.00万元，建设期3年，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15-20家三甲医院和30-50家二甲

医院实施。 该项目系公司通过构建从药品、器械供应商到医院的供应链管理平台，即将现

代物流信息系统（WMS）与医院业务管理系统（HIS）对接，实现工业企业、流通企业与

医院三方的物流信息共享，同时将现代物流系统和设施设备引入医院，协助医院开发、实

施符合医院需求的医院内部物流管理系统（SPD），并通过对医院药房（包括门诊药房、急

诊药房、住院药房、静脉配置中心等）的自动化改造，引入药房自动化管理软件和设备，优

化医院药械收发作业模式， 实现流通企业对医院库存的动态管理并最终实现其零库存管

理，将企业与医院间的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统一起来，实现企业到医院再到患者现代

化、规范化、信息化的一体化供应链延伸服务。

二、合作方主要情况

来宾市人民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综合医院。医院设

有22个行政职能科室、30个临床科室和8个医技科室， 配置有智能化有轨小车物流传输系

统、中央空调、直饮水系统、中央供氧和中央吸引系统、层流手术室、静脉输液配送中心等

设施设备。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等为一体

的综合性医院。 依托桂林医学院的优势资源，医院汇聚了大批优秀的高精尖人才，设有40

多个临床、医技科室，并开展了相关专科、专病门诊，涵盖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及中

西医结合医学、药学等相关医学的二级、三级学科，并配备有先进的医院设备。

三、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本项目实施内容

本次合作将根据来宾市人民医院、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实际情况及与公司所做

的前期沟通拟定实施步骤，方案将有计划、分阶段实施，具体实施内容包括：药库智能化，

门、急诊药房智能化建设，静脉配置中心智能化建设等。

（二）实施标准

本项目实施的技术标准由乙方按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执行。

（三）保密条款

1、双方应对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获得的或收到的对方商务、财务、客户资料等信息内容

保密，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同意，不得向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

2、任何一方基于法律法规规定、政府部门或其他权力机关要求而披露本协议内容或

本协议履行的相关事项，均不构成违反保密约定。

（四）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改和补充，均须以书面进

行，并由双方签署后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助于公司加强、巩固与医疗机构的持续稳定合作关系，

提升客户粘性。同时能充分发挥自身药品管理优势和现代物流技术优势，以创新服务方式

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实现战略转型———即由传统单一的配送商逐步转向综合性医药

物流服务供应商，以有效应对医药流通行业未来的“服务竞争”趋势。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

性、框架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签订相关合作合同。公司将按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披露相关信

息。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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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调研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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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 或“公司” ）于2015年10月15日（星期四）15:

00-17:00在北京进行了投资者调研活动，调研具体情况如下：

一、参加人员

1、科达股份：刘锋杰、姜志涛

链动（杭州）投资有限公司：黄峥嵘、何烽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唐颖

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李科

广州市华邑众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王华华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可以有限公司：刘杰娇

北京派瑞威行广告有限公司：褚明理

2、调研机构

机构名称 调研人员 机构名称 调研人员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迪光

上海倍霖山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高杉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钱文礼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李龙俊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马昀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姚伦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苗宇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炜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兰宏阳

厦门普尔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朱一峰

深圳市三源色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廖水生 富根控股 张世伟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旷斌 腾业资本 韩旸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朱铭杰 金百镕投资 刘峻麟

上海玖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王靖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袁维德

招商证券 王京乐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康雅雯

KKR投资集团 杨凝 中邮基金 国晓雯

新华汇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晗 东方证券 张雪晴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余李平

北京长盛汇智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杨洁

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欣添 兴业证券 丁婉贝

弘则研究 张晶 鹏石投资 王搏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黎晓晖 中国人寿 杨子霄

方正富邦基金 巩显峰 宝盈基金 朱建明

华夏基金 景然 宏道投资 冯超

方正证券 翟炜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光兵

二、调研主要内容概要

（一）收购5家数字营销公司后，未来如何整合？ 在组织架构上会否调整？

1、整合方面

2015年8月，科达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上市公司新增互联网营销业务。 在对新业务的管理上，将

形成三个层级，即上市公司、互联网营销事业部、具体子公司。 上市公司依托自身平台优势，对5家子公司

进行投资决策、规范运作、风险管控、融资等方面的支持；互联网营销事业部负责制定上市公司互联网营

销业务的发展战略和规划、5家公司业务统筹协调、督导业务执行等工作（8月21日，上市公司董事会决

策成立链动投资，链动投资将承担互联网营销事业部的职能。），互联网营销事业部向公司董事会汇报工

作；具体业务执行及操作仍由5家公司原管理层负责。 对新增业务的管理将遵循以上原则，在各个子公司

层面，随着业务的合作和交流，将自发的产生协同效应，如采购协同、客户的协同、技术的协同等。

2、组织架构

与上述整合原则相对应的，上市公司及5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不会有大的调整。 在上市公司层面，董事

会会进行适当的调整，增加新业务人员的比重，管理层方面不会进行大的调整，目前上市公司层面的管

理层有总经理、财务总监、董秘，具体业务层面的管理人员并未进入上市公司层面的管理层，因此管理层

不需要进行大的调整。 而5家公司层面的管理层也不会出现大的调整，其核心管理人员会继续发挥在新

加入公司的核心管理职能。

（二）未来如何加强5家公司的协同，未来上市公司在互联网营销领域的发展规划和布局，除了互联

网营销领域，上市公司是否还会拓展其他互联网领域，如互联网金融等？

1、协同效应

上市公司不会刻意去安排5家公司的整合和协同，但会引导、鼓励5家公司进行合作，产生协调效应，

我们也相信，随着5家公司加入上市公司大家庭，随着大家的合作和交流的深入，肯定会产生协同效应，

而且这种协同案例已经出现。 我们认为在未来，5家公司至少在以下方面会产生协同效应：

（1）业务模式的协同

派瑞威行作为广告代理商，为广告主提供互联网广告代理投放服务，凭借在互联网广告代理投放多

年的行业经验，可成为各家公司与媒体之间的连接桥梁，为各家公司提供线上媒体投放保障，实现互联

网营销的精准投放；华邑众为作为创意策划公司，可为各家公司提供创意基础；百孚思为客户提供其自

身或所在行业的网络舆论情报进行跟踪、监控、汇总和分析服务；上海同立将成为各家公司优秀的线下

展示平台，为客户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式的营销；雨林木风旗下的114啦网址导航网站与用户对接，实现可

观的流量导入，从而为各家公司提供满意的曝光度。

（2）客户资源的协同

百孚思目前主要服务于长安马自达、东风雪铁龙、奇瑞等中端汽车品牌客户，而上海同立已有一批

包括凯迪拉克、捷豹路虎、保时捷、宾利在内的高端汽车品牌客户资源，两者结合将完善汽车行业客户的

品牌链，形成由中端到高端汽车品牌客户的覆盖，提升公司在汽车行业的竞争优势。 派瑞威行目前主要

唯品会、1号店、易迅网等电商提供广告代理业务；雨林木风为淘宝联盟客户提供服务，将使公司形成对

主流电商客户的覆盖。 华邑众为目前主要立足于快速消费品行业客户，并逐渐开始向电商客户与汽车客

户进行渗透，通过与百孚思、上海同立、派瑞威行和雨林木风的合作，华邑众为在汽车、电商行业中必将

更快的拓展与成长。

（3）采购媒体资源的协同

来自媒体的返点是互联网营销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不同的媒体平台根据互联网营销公司的

投放量、投放金额等因素制定梯级的返点政策，当投放量增大时，媒体会给予互联网营销公司更高比例

的投放返点。 五家公司针对部分媒体可实现联合采购，增加媒体投放总量，以获得更高返点。

（4）技术研发的协同

五家公司数据平台将实现共享，形成共同的数据管理机制，从客户拓展、媒体采购、创意设计、投放

营销、用户属性等业务开展的各个阶段实现数据的收集共享，为五家公司今后独自或共同开展业务提供

强大的数据支持。

2、其他领域的拓展

关于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上市公司在互联网营销领域，将立足于数据营销服务客户端，向下延伸

到技术端，向上拓展到流量/媒体端，通过产业重构与产业扩张,成为国内领先的数据服务公司。 至于是

否会在互联网营销领域之外，拓展其他互联网业务，我们会积极关注互联网营销衍生的相应领域，如汽

车电商等，百孚思在汽车电商领域也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三）作为以创意为主的华邑众为，如何看待新广告法对互联网营销的影响及华邑众为在这方面的

应对措施。

新广告法对华邑带来的是更多的机会，因为新广告法主要针对之前一些简单粗暴的营销方式，用第

一、最好等这样的广告来进行品牌营销。 新广告法颁发后，品牌互联网营销更需要好的创意好的内容来

进行推广、体现品牌的竞争力与竞品区隔、并非一个口号。 这恰恰是华邑的优势所在。

（四）百孚思作为专业的汽车广告代理公司，如何看待汽车电商？ 百孚思有无在汽车电商领域的布

局？

1、汽车电商的发展：最初的汽车电商只是单纯集客，线上获取销售线索或定金，分发到经销商跟进，

所以是“伪电商” 的概念；经过近2年的发展，汽车厂家、经销商、垂直网站以及传统电商等的纷纷加入，

并已经出现了线上全款分期、电商平台批发、融资性租赁等创新型的形式，汽车电商的支付、交易、交车

流程逐渐完善。

2、汽车电商的类型：从平台类型来看，汽车电商主要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垂直平台，与主机厂的深

度合作批发模式，利用自身在营销推广、经销商体系、大数据方面的优势进行售卖，第二类是天猫这种平

台类电商的自主开店模式，可以利用到淘宝的巨大流量和金融优势，第三类是主机厂的直营模式，上汽

的车享网，比亚迪E属于这种模式。

3、汽车电商与传统销售体系的关系：现有的汽车电商模式绝大部分是在原有销售体系下，借助电商

平台去实现消费者利益（价格透明，查询方便等），和经销商利益（提高线索确度，提高转化率，利润空

间）的统一。 由于汽车产品的特殊性，很难实现完全脱离线下的“纯电商”模式。 汽车产品的复杂程度决

定汽车电商仍然要依赖线下经销商去支撑，所以线上线下结合的O2O模式是必然选择，必须要在厂商、

电商平台、经销商三点之间寻求平衡。

4、率先行动，积极布局：2015年在传统互联网营销之外,�百孚思率先积极拓展新业务,�与汽车电商

平台合作,�打通汽车厂商和媒体广告主之间的通道试水车电商业务,�已于2015年4月成功实现多个电

商项目上线,实现了汽车行业从传统线

（五）派瑞威行在腾讯广点通代理商中竞争地位？ 其主要客户结构和投放媒介？

派瑞威行是广点通代理商里面，优化服务能力最强，投放规模最大的公司。 派瑞威行以技术形成强

有力的服务壁垒，并成功构建从电子商务到在线旅游、在线租车、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O2O等10大

细分行业客户。

（六）上海同立的主要客户为上海通用，是否会构成对上海通用的单一依赖，上海同立除了目前比

较单一的汽车发布会等盈利点，是否会开发新的赢利点？

在汽车客户领域除了上汽通用，上海同立也在积极和奇瑞捷豹路虎、DS积极进行合作，相信今后会

有更好的收获。 在行业领域，随着中国时尚奢侈品、房产的复苏，我们也在持续加大对这两个行业的投

入。 另外上海同立一直持续服务于银行和金融机构，上海同立也很关注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动向。 最

后就业态而言， 上海同立自2011开始坚持将线下体验活动互联网化， 将互联网宣传落地体验并达成购

买，现在同立更将自己累计18年的线下整合管理经验去打造一个全新的互联网平台—“发布汇” ，“发布

汇”即是一个交互直播平台，又是一个集传播创意、执行资源的第三方平台，线上创意整合购买执行，线

下体验。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30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标准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8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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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10月9日以

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15年10月15日上午10:00在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召开,应参会董事7人,实参会董事7人，部分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耿莉萍女士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继续向西安标准欧洲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5年10月1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2015-030公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西安土门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拟有偿收购储备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0月16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

2015-031公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0月16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2015-032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一项、第二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15年10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公告），该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30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标准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9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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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10月9日以专

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于2015年10月15日下午13:30在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会

议室召开，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贺玲女士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继续向西安标准欧洲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关于继续向西安标准欧洲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审核意见如下：

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标准欧洲有限公司，该对象经营稳定，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

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 且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所提供担保的行

为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西安土门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拟有偿收购储备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关于西安土门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拟有偿收购储备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审核

意见如下：

西安土门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拟有偿收购储备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定价主要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西安市土地储备条例》 及双方共同委托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后，经各方当事人平等、自愿协商确定，价格公允，没有损害股东权益或

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30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标准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0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向西安标准欧洲有限公司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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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西安标准欧洲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拟继续为标准欧洲公司提供本息总额不超过500万欧元（含前次担保）的银行贷款担保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情形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经营业务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标准欧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准欧洲公司” ）在中国银

行法兰克福分行贷款，贷款本金总额不超过480万欧元，该贷款由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拟继续为标准欧洲

公司提供本息总额不超过500万欧元（含前次担保）的银行贷款担保。担保期限自取得贷款之日起一年。

该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西安标准欧洲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德国凯泽斯劳滕

法定代表人：余守旗

注册资本：500万欧元

经营范围：工业缝纫机研究、开发、销售

标准欧洲公司是公司2009年投资200万欧元，2014年增资300万欧元在德国凯泽斯劳滕设立的全资

子公司。 其主要业务是面向高端市场的工业缝纫机产品的创新研究及开发，以及完成公司产品在欧洲市

场的销售和标准品牌的宣传、提升。

标准欧洲公司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一是公司的投资资金及后续持续的研发投入，二是欧洲公司销

售产品实现的销售利润。

截至2015年08月31日，标准欧洲公司资产总额7271万元，负债总额6365万元，净资产906万元，资产

负债率87.53%。 2015年1-8月营业收入2395万元，净利润-200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对其担保是为了支持其研发业务的不断发展以及销售区域的

扩大和业务量的增加，将有利于公司整体业务的规划和发展。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次担保，公司已向标准欧洲公司提供215万欧元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五、上网公告附件

标准欧洲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30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标准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1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土门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有偿

收购储备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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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因西安市土门地区综合改造集中安置区的规划，需要收储本公司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团结西路9号范

围内的部分土地，土地面积为32728.51平方米（折49.093亩），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面积45959.70平方米。

本次房地产收储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为西安土门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共收购储备本公司如下房地产：

1、土地：

位置：西安市莲湖区团结西路9号内部分土地

用途：工业用地

性质：出让地

收储面积：32728.51平方米（折49.093亩）

2、建筑物及构筑物

面积：45959.70平方米

交易标的地块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本次收储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收储的土地面积为32728.51平方米（折49.093亩），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面积45959.70平方米平

方米。 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被收储的补偿金额总计约17439�万元。 补偿款在合同生效后开始支

付。 公司须在约定的时间腾空场地并交给西安土门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

本次交易定价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西安市土地储备条例》及双方共同委托

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后协商确定。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被收储地块为公司原西安工厂生产用地，2013年公司对西安工厂和临潼工厂进行了产业整合，

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已经全部迁移至临潼，目前该地块建筑物处于闲置和租赁状态，被收储后不会对公司

主要生产要素造成影响。 本次土地收储交易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经初步核算，本次收储交易预计

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13275万元，增加净利润约11283万元，最终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302� � � � � � � � �证券简称：标准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2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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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1月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11月2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西安市太白南路335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1月2日

至2015年11月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继续向西安标准欧洲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西安土门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拟有偿收购储备公司国有土

地使用权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5年10月16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02 标准股份 2015/10/2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股东代表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股东代

表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

代理人的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4、会议登记时间：2015年10月30日

上午9:30—11:30� � �下午13：00—16:00

5、登记地点：西安市太白南路335号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六、其他事项

1、公司联系地址：西安市太白南路335号

2、邮政编码：710068

3、联系电话：029-88279352

4、传真：029-88263001

5、联系人：高冉

6、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1月2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继续向西安标准欧洲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 ?

2

关于西安土门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拟有偿收购储备公司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 ?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