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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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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积极落实对于资本市场的承诺（详

见附件），进一步提升海洋牧场的透明度，于2015年9月29日启动秋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

活动。 具体抽测方案详见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开展2015

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93）。

按照抽测方案， 公司于9月29日—10月17日完成全部计划调查点位的抽测工作，10

月19日完成抽测结果汇总统计，现将抽测情况公告如下：

一、抽测点位

本次秋季抽测的为2012年—2014年播种、 预估到12月末未采捕的底播虾夷扇贝存

货，海域约124万亩，调查点位60个。

二、抽测结果

根据抽测调查结果显示，公司底播虾夷扇贝尚不存在减值的风险。 存量抽测只是对

预计产量进行监测，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它说明

2014年海洋牧场受灾时对2011� 年、2012� 年播种的 105.64� 万亩底播虾夷扇贝存

货进行核销；对2011年播种的 43.02万亩底播虾夷扇贝存货计提减值。 上述核销的存货

已处置完毕、不存在恢复的可能；发生减值的存货已于2014�年内捕捞完毕。 本次抽测的

底播虾夷扇贝存货为2012�年播种且尚未收获（与上次核销不同区域）、以及 2013年、

2014年播种的底播虾夷扇贝。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1日

附件：

关于2014年海洋牧场灾情应对承诺及相关措施的进展情况

一、《关于管理层自愿承担部分灾害损失与公司共度难关的议案》

1、关于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自愿承担1亿元灾害损失与公司共度难关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主要内容：

（1）2000万元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注：2014年12月5日）后1个月内到位；

（2）剩余8000万元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注：2014年12月5日）后1年内到位。 资

金来源为以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净回收资金1亿元（扣除

相关税费）；

（3）承诺自上述股票减持完毕之日起剩余股票锁定3年。

落实情况：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先生已于2014年12月17日向公司支付2000万元， 剩余

8000万元根据承诺应在2015年12月4日前完成。 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7

月8日下发的“证监会公告【2015】18号文”的规定禁止减持期间与吴厚刚先生承诺履行

期限相冲突，因此，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先生将调整承诺履行期限，即剩余8000万元

将在2016年6月4日前完成支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承诺期限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

77）。

资金来源为以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净回收资金1亿

元。 在上述股票减持完成后，剩余股票锁定3年。

2、关于公司总裁办公会成员自愿降薪与公司共度难关的议案

主要内容：

公司总裁办公会全体12名成员自愿降薪： 吴厚刚自2014年12月起月薪降为1元；孙

颖士、梁峻、尤君、何春雷、曹秉才、邹建、孙福君、战伟、勾荣、张戡自2014年起年度薪酬降

低50%；冯玉明自2014年起年度薪酬降低26%（注：冯玉明已于2015年1月12日离职）。

上述降薪方案直至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恢复至受灾前五年（2009-2013）

的平均水平（即不低于2.66亿元）为止。

落实情况：

2014年已开始执行，吴厚刚自2014年12月起月薪降为1元，其他高管自2014年起按

上述标准履行降薪承诺， 直至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恢复至受灾前五年

（2009-2013）的平均水平（即不低于2.66亿元）为止。

二、《关于提升海洋牧场透明度与风险控制能力的议案》

1、关于进一步提升海洋牧场透明度的举措

主要内容：

（1）开放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过程：每年春季（4-5月）、秋季（9-10月）抽测开

始前1周公布抽测时间，公司股东均有权参与。

（2）增加底播虾夷扇贝存量的外部调研：增加夏季（7月）、冬季（12月）存量调研，

邀请专家、公司股东调研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播苗及海参、鲍鱼等近岸野生资源。 每次调

研前1周发布通知，公司股东均有权参与。

（3）尽快制订专项《底播虾夷扇贝存货管理制度》，提升底播虾夷扇贝存货管理水

平。

落实情况：

公司于2015年5月完成春季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活动，具体情况为：于5月9日披

露《关于开展2015年春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的公告》；于5月15日召开说明会并正式开

始抽测；于6月2日披露《关于2015年春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结果的公告》；于6月4日披

露《关于2015年春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结果进一步说明的公告》。 相关公告内容详见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于2015年5月24日审定并发布《底播虾夷扇贝存货管理规定》。

公司于2015年7月完成2015年夏季海洋牧场资源外部调研， 并于2015年7月14日披

露《关于开展2015年夏季海洋牧场资源外部调研的公告》。

公司于2015年10月完成秋季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活动，具体情况为：于9月22日

披露《关于开展2015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的公告》；于本公告日披露《关于2015年

秋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结果的公告》。 相关公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公司将严格持续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2、关于加强海洋生态环境风险研究与控制的举措

主要内容：

成立海洋牧场研究中心；聘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养殖生态研究室

主任方建光研究员担任公司海洋牧场研究中心主任。

每年投资不少于1000万元研究海洋生态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北黄海冷水团水舌

波动对扇贝生理生态的影响、海洋牧场建设的风险评估与适用性管理、适养海区的甄别

与筛选、北黄海生态容量评估等。

落实情况：

2015年3月2日，獐子岛海洋牧场研究中心正式揭牌，聘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养殖生态研究室主任方建光研究员担任主任，同时聘任多名专家。

目前，獐子岛海洋牧场研究中心已与中科院海洋所、水科院黄海所等研究机构及专

家确定了虾夷扇贝生长状况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北黄海生态容量评估等多项研究课题。

3、关于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主要内容：

按《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完善公司内控体系，提升内控制度执行

的有效性。根据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提名，公司聘任孙福君为副总裁，负责公司内控体系

建设工作。

落实情况：

公司已聘任孙福君为副总裁，负责公司内控体系建设工作。

公司聘请安永咨询协助公司进行内控体系建设，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

其配套指引完成了内控体系建设。 公司已于2015年5月7日召开内控结项会议。

公司在管控中心下设企业管理部，强化管理审核机制，对公司的内控情况进行持续

监督检查并推动整改。

4、关于提升海洋牧场风险控制能力的议案

主要内容：

（1）系统提升海洋牧场建设水平。 公司将于半年内完成《海洋牧场可持续发展规

划》的制订，提升海洋牧场的风险管控能力。

（2）推动海洋牧场保险机制建立。公司将借助政府相关政策，积极与保险监管部门、

保险公司研究推动海洋牧场自然灾害相关保险产品的出台，降低经营风险。

落实情况：

公司于201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洋牧场

可持续发展规划编制情况报告》，公司正在完善并落实该报告。

公司正在积极与保险机构及有关政府部门研究海洋牧场风险的保险机制。 公司已组

织召开多次专题会议，后续将根据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打造事业共同体的方案》

1、关于总裁办公会成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

主要内容：

总裁办公会11名成员（首席战略官冯玉明为外籍人士，不能购买A股股票）计划于

公司股票复牌后1个月内，出资不少于2,000万元增持公司股票，2年内不减持（董事长兼

总裁吴厚刚根据“自愿承担1亿元灾害损失与公司共度难关” 所减持的公司股票除外）。

落实情况：

公司总裁办公会11名成员于2014年12月10日以自有资金20,184,570元，从二级市

场买入公司股票1,791,000股，并按照承诺锁定。 相关公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总

额不超过12,000万元。

落实情况：

公司于12月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獐子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于12月24日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此事项；于2015年4月30日完成员工持股计划建仓，并于2015年5月4日

披露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3、关于尽快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主要内容：

在股票复牌（注：2014年12月8日）后3个月内，推出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股权激励计

划的股票期权份数拟定为1000万份，激励对象拟定为总裁办公会成员及指定人员。

落实情况：

公司于2015年3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并经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权激励计划简要内容如下：

期权总数1,000万份，其中：首次授予900万份，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占首次授予时公司已发行

股本总额的1.266%，授予对象为公司10名高管；预留100万份股票期权授予给预留激励对象，预留股

票期权应在本计划生效后12个月内进行后期授予。

公司于2015年9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于2015年9月19日披露《关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5-095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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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不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商务主管部

门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方能实施。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新时达” ）于2015

年10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新时达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上海会通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通科技” )100%

股权以及上海晓奥享荣汽车工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晓奥享荣” )49%股权，并通过

询价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50,000万元

的配套资金，所配套资金比例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100%,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5,

000万股。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本次交

易完成后，预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曾逸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情况

曾逸先生，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本次权益变动前，其持有公司股份31,011,20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26%。 曾逸与张为菊系夫妻关系,曾逸为喀什众智兴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智兴”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故上述三方构成上

市公司一致行动人。

张为菊女士，系曾逸先生的配偶，本次权益变动前，其持有公司股份7,838,793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1.33%。

众智兴，系曾逸等人出资设立的合伙企业，曾逸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本次权益变动

前，其持有公司股份8,749,99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48%。

本次权益变动前，曾逸、张为菊及众智兴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7,599,99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8.07%。

本次交易完成后， 曾逸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新时达股份数量不发生变更，但

股份比例将由8.07%被动下降至7.11%%（以配套募集资金发行5,000万股的上限测

算），其中，曾逸先生持有比例将由5.26%被动下降至4.63%，持股比例低于5%。

2、关于袁忠民先生权益变动情况

袁忠民先生，系公司副董事长，本次权益变动前，其持有公司股份29,735,817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5.04%。 本次交易完成后， 袁忠民先生持有的新时达股份数量不发生变

更， 但股份比例将由5.04%被动下降至4.44%（以配套募集资金发行5,000万股的上限测

算），持股比例低于5%。

本次交易中涉及权益变动的最终股份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 本次权益变动

后，新时达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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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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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10月20日收到国家

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期 授权公告日 有效期 证书号 专利权人

ZL20121028561

3.5

级联型高压变

频器单元母线

电压自均衡方

法及其装置

发明 2012.8.10 2015.9.30 20年 第1802943号

上海新时达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辛格林

纳新时达电机有

限公司

ZL20121055721

5.4

基于Zigbee技

术的电梯物联

网系统

发明 2012.12.20 2015.9.30 20年 第1804198号

上海新时达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第一项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本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

有限公司。通过采用该发明的技术方案，能够实现单元母线电压的自均衡。上述第二项专

利的专利权人为本公司。 该发明能够对多区域的电梯实行统一监控，并能兼容不同电梯

设备和不同电梯控制系统供应商监控协议。

上述两项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1日

股票代码：

000620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2015-106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长春新华联奥特莱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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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近期，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下属全资公司长春新华联奥特莱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奥莱” ）与吉林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人民广场支行（以下简称“吉林银行” ）就长春奥特莱斯项目开

发建设签署借款金额分别为7,700万元及2,300万元的《人民币借款合同》，贷款期限分

别为5年和2年， 借款年利率为7.5%（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年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0%），并与吉林银行就上述《人民币借款合同》分别签订《抵押合同》等相关协议。 长

春奥莱以其名下位于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长石路5公里处部分土地及在建工程进行抵

押担保。

同时，公司与吉林银行就上述借款金额为7,700万元及2,300万元的《人民币借款

合同》分别签署《保证合同》，为上述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为主债权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次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本次担保涉及的金额在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提供担保额

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长春新华联奥特莱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长石路5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苏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成立日期：2013年3月11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日用品、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销售、物业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上经营项目，法律、法规和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一般经营项

目可自主选择经营。 ）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持有长春新华联奥特莱斯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份。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长春奥莱资产总额38,156.16万元，负债总额 29,

634.76万元，净资产8,521.40万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242.58�万元。

截至201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长春奥莱资产总额51,928.01万元，负债总额43,

990.82万元，净资产7,937.20万元，2015年1-9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84.20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吉林银行就上述借款金额为7,700万元及2,300万元的 《人民币借款合同》

分别签署《保证合同》，为上述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为主债权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融资将有利于项目的进一步推进，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增信保障措施，财务风险

可控。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4.17亿元（未含本次担保额度）。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4.17亿元。

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亦未发生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相关协议文本。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144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2015-062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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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10月20日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沈国甫先生关于其所持宏达高科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情况

说明如下：

沈国甫先生因其个人意愿，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9,439,809股无限售股份质押给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为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最高额权利质押

担保，期限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止。 上述质押的9,439,809股股份已

于2015年10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

手续， 股份质押期限自质押登记日2015年10月19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止。

截至本公告日， 沈国甫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37,759,23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36%。 本次质押的9,439,809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34%， 累计质押数量为9,

439,809股，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00%。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44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2015-063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和债权暨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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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7月23日，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分

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股权和债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自筹资金人民币30,200万元收购宏达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控股集团” ）持有的海宁宏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宏达投资公司” ）33.3333%股权和宏达控股集团拥有的对宏达投资公司

149,662,160.89元债权。2015年8月10日，本公司召开了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上述议案，本次交易所签署的《转让协议》正式生效。以上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4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公司关于收购股权和债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45）及《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公告》（公告编号：2015-049）。

2015年10月19日，公司收到宏达控股集团的《关于要求宏达高科延期支付交易款的

函》。函中称宏达控股集团根据资金运用需求实际情况，要求公司可以就2015年7月23日

签署的《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债权、股权交易款进行延期支付，并无需支付延期付款期

内产生的资金延期利息。 付款期限改为：

（1）首次转让款3,200万元可于2015年10月21日前支付；

（2）剩余转让款27,000万元可于2016年1月31日前支付。

根据转让协议第五1（3）条的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即2015年8月10日起，按股权比

例由原宏达控股集团持有宏达投资公司的相关收益及权益归宏达高科享有不变。

由于该函件要求延期支付事项，有利于减少公司支付交易款的资金成本，且获得的

权益不变，因此公司同意了该函件的要求，于2015年10月20日向宏达控股集团支付了首

次转让款3,200万元。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366

证券简称：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66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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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烟

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 ）关于其所持丹甫股份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台海集团因其业务发展需要，2015年10月20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5,000,000股（首发后机构

类限售股）质押给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贸大厦支行，用于贷款担保。 上述质押的15,000,000股股

份已于2015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

押登记日为2015年10月20日， 股份质押期限自质押登记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止。

截止本公告日，台海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182,883,23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2.18%。本次质押的

15,000,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46%， 累计质押数量为44,527,559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27%，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4.35%。

2015年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与台海集团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利润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 交易对方台海集团承诺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30,394.83万元、50,

814.57万元和57,709.79万元。若经审计的承诺利润在盈利预测承诺期内未能达到，则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交易对方台海集团应以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义务：如拟置入资产实际净利润不满足上述承诺，则台海集团以股份方式补偿。若台海集团所

持丹甫股份的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盈利专项审核意见所确定净利润数额时，台海集团将在补偿义务发生

之日起30日内，从证券交易市场购买相应数额的丹甫股份股份弥补不足部分，并由丹甫股份以名义价

格1.00元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本次被质押冻结的股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股份补偿，有可能出现股份质押影响业绩补偿

的潜在风险。 目前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运营状况良好，台海集团触发业绩补偿义务的可

能性低，故本次被质押冻结的股份不会影响台海集团对公司业绩承诺的正常履行。 若出现业绩承诺补

偿的问题，台海集团将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或提前购回所质押的股票，或以累积未分配利润、转

让下属企业股权以及其他合理的筹资方式，保证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影响其对公司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

的正常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

2015-078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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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7日开市起停牌。 2015年9月8日公司公告了

《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66）， 并于2015年9月14日、

2015年9月21日、2015年9月28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5-067、公告编号：2015-070、公告编号：2015-072）。 2015年9月30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74），并于2015年10

月14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75）。 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盈方微电子有限公司拟认购Altair� Semiconductor� Ltd.� BB�的系列优先股,标的

总金额约5,000万美元（公告编号：2015-065）,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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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尽职调查、

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交易双方仍在持续协商沟通、细化、完善本次交易具体方案涉及

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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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21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并将按要求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公告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5-073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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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莱茵生物；股票代码：

002166）于2015年8月5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 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5日发布的《关

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1号）。 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12

日、8月19日、8月26日、9月2日、9月9日、9月16日、9月23日、9月30日、10月14日发布了《关

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目前，公司全力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

关具体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司将尽快推进各方相关协议的签署并确定最终的非公开发行

预案。

因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及非公开发行预案尚未最终确定，本次重大事项仍存在不确定

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股票简称：莱茵生物；股票代码：002166）将于2015年10月21日（星期三）开市起

继续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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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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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81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60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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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3日召开了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名称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中文名称由“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同时英文名

称由“ZIBO� WANCHANG�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变更为“Shandong� Sinobioway� Biomedicine� Co.,� Ltd.” 。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5年10月14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5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57）。 公司已于近日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公司

名称变更情况，需相应变更证券简称。

二、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变更原因说明

鉴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且标的资产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的100%股权已经过户至公司名下。为充分体现公司重组后的业务发展战略目标，进一步提升公司形象，公司变更了公司名称。为使公司

名称与证券简称保持一致，需相应变更证券简称。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自2015年10月21日起发生变更，公司中文证券简称由“万昌科技” 变更为

“未名医药” ， 英文简称由“WANCHANG� TECH”变更为“Sinobioway� Medicine”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

四、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董事会根据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授权， 于2015年10月19日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

得了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登记情况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70000726234826Q

公司名称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秀媛 潘爱华

注册资本 281528000元 659735586元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章程》的变更情况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备案登记。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5-101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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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9日接到

控股股东林国芳先生通知，林国芳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5,000,

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64%）质押给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10月19日，回购交易日为2018年10月18日。 该笔质押

已办理完成相关登记手续。 该笔质押系为公司员工解决员工持股计划所需资金来源。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林国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19,396,71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 37.084%，本次质押的35,000,000股股票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064%，目前累计

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51,637,674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995%。

上述股权质押均未达到警戒线和平仓线。 公司董事会将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控制融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2015-050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因工作人员疏忽，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

正文的第3页“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表格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减”数据的负号丢失。

更正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数据为28.93%。

更正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数据为-28.93%。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其他内容不变，公司更正

后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修订版）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412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57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汉森制药，证券代码：002412）已于2015?年7月27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5

年7月27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并于2015年8月1日、8月8日、8月15日、8月22

日、8月29日、9月9日、9月16日、9月23日、9月30日、10月14日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的关键事项。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的重

大事项仍存在若干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

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2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

司将在上述事项确定后及时发布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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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2015-88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地产业务相关承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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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厦门

信息—信达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房地产业务相关承

诺内容如下：

“厦门信达及其下属公司的房地产业务不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

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被行政处罚或调查的情况；如厦门信达及其子公司存在未披

露的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行为，给厦门信达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赔偿责

任。 ”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房地产业务相关承诺内容如下：

“厦门信达及其下属公司的房地产业务不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

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被行政处罚或调查的情况；如厦门信达及其子公司存在未披

露的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行为， 给厦门信达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承担赔偿责

任。 ”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