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 金 发 行 提 示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国泰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45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12

月

15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2

月

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景盛双息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份额

：002065

C

类份额

:002066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12

月

2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1

月

22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博时安和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002266 C

类

002267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1

月

20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956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12

月

2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1

月

2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物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718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12

月

21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1

月

15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富物联世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709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12

月

21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1

月

15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深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877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12

月

21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1

月

15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沪港深成长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05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12

月

21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1

月

15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西部利得行业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673040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12

月

1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1

月

9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瑞兴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242

基金类型 保本混合型

管理人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12

月

11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1

月

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国都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020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12

月

7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裕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519762

C：519763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12

月

16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12

月

30

日

*ST海龙(000677)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华泽钴镍(000693)公布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及相关回复的公告。

浙江震元(000705)公布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振华科技(000733)公布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国海证券(000750)公布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百集团(000759)公布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三毛派神(000779)公布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长江证券(000783)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盐湖股份(000792)公布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华闻传媒(000793)公布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金宇车城(000803)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陕西金叶(000812)公布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贵糖股份(000833)公布关于收到退税款的公告。

财信发展(000838)公布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中信国安(000839)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银星能源(000862)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三湘股份(000863)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吉电股份(000875)公布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湖北能源(000883)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同力水泥(000885)公布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东凌粮油(000893)公布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津滨发展(000897)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赣能股份(000899)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云内动力(000903)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景峰医药(000908)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海信科龙(000921)公布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众合科技(000925)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中 关 村(000931)公布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南天信息(000948)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安泰科技(000969)公布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佛塑科技(000973)公布关于转让佛山市卓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过户完成的公告。

*ST春晖(000976)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中弘股份(000979)公布关于为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九 芝 堂(000989)公布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

隆平高科(000998)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华润三九(000999)公布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豫能控股(001896)公布对外投资公告。

招商蛇口(001979)公布关于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股份锁定补充承诺函的公告。

精功科技(002006)公布关于出让控股子公司杭州精功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75%股权的公告。

*ST霞客(002015)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亿帆鑫富(002019)公布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巨轮智能(002031)公布关于获得国家专利的公告。

苏 泊 尔(002032)公布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汉麻产业(002036)公布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宁波华翔(002048)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云南旅游(002059)公布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东华软件(002065)公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长城影视(002071)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质押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大港股份(002077)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孚日股份(002083)公布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中泰化学(002092)公布2015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山河智能(002097)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冠福股份(002102)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三变科技(002112)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科陆电子(002121)公布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

天马股份(002122)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天邦股份(002124)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宇集团(002133)公布股东解除股权质押公告。

东华科技(002140)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蓉胜超微(002141)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宏达高科(002144)公布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荣盛发展(002146)公布2015年度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西部材料(002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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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邦科技(002157)公布关于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莱茵生物(002166)公布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进行存放的公告。

楚江新材(002171)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游族网络(002174)公布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江特电机(002176)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增持公司股份完成的公告。

中航光电(002179)公布关于“12光电债” 票面利率调整暨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

告。

云海金属(002182)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怡 亚 通(002183)公布2015年第十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海 利 得(002206)公布关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归还的公告。

南洋股份(002212)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完成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

江南化工(002226)公布关于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鸿博股份(002229)公布关于收购北京科信盛彩投资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科大讯飞(002230)公布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的公告。

安妮股份(002235)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公告的更正公告。

天威视讯(002238)公布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奥特佳(002239)公布关于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威华股份(002240)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通产丽星(002243)公布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

帝龙新材(002247)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联化科技(002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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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 步 高(002251)公布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彩虹精化(002256)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升达林业(002259)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西仪股份(002265)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美邦服饰(002269)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天润曲轴(002283)公布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

超华科技(002288)公布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罗莱生活(002293)公布关于公司高管离职的公告。

辉煌科技(002296)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齐心集团(002301)公布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美盈森(002303)公布201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东方园林(002310)公布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三泰控股(002312)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乐通股份(002319)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延期回复的公告。

富安娜(002327)公布关于实施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公告。

皇氏集团(002329)公布关于签署北京北广传媒高清电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

告。

英威腾(002334)公布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科华恒盛(002335)公布关于公司获得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的公告。

积成电子(002339)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格林美(002340)公布关于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

海宁皮城(002344)公布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柘中股份(002346)公布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泰尔重工(002347)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完成公告。

杰瑞股份(002353)公布关于设立油气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齐星铁塔(002359)公布关于签订投资意向协议书的公告。

汉王科技(002362)公布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中恒电气(002364)公布关于与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康力电梯(002367)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丽鹏股份(002374)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双箭股份(002381)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管、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

合众思壮(002383)公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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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北农(002385)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南洋科技(002389)公布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信邦制药(002390)公布关于收到拆迁补偿尾款的公告。

北京利尔(002392)公布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中海科技(002401)公布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多氟多(002407)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补充公告。

九九久(002411)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补充披露公

告。

爱施德(002416)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棕榈园林(002431)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誉衡药业(002437)公布关于下属公司誉衡基因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启明星辰(002439)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暨完成增持计划的公告。

闰土股份(002440)公布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龙星化工(002442)公布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金洲管道(002443)公布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康得新(002450)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摩恩电气(002451)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青龙管业(002457)公布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更正公告。

益生股份(002458)公布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金利科技(002464)公布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榕基软件(002474)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业务合作协议的公告。

润邦股份(002483)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希努尔(002485)公布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浙江永强(002489)公布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辉丰股份(002496)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雅化集团(002497)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弘高创意(002504)公布关于签订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蓝丰生化(002513)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旷达科技(002516)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齐峰新材(002521)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浙江众成(002522)公布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金杯电工(002533)公布关于董事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林州重机(002535)公布关于新设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司尔特(002538)公布关于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进展的公告。

杰赛科技(002544)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千红制药(002550)公布关于公司收购常州英诺升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东所持该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尚荣医疗(002551)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洽洽食品(002557)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兄弟科技(002562)公布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益盛药业(002566)公布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步森股份(002569)公布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群兴玩具(002575)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闽发铝业(002578)公布关于股东黄天火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中京电子(002579)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西陇科学(002584)公布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双星新材(002585)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八菱科技(002592)公布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海南瑞泽(002596)公布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亚夏汽车(002607)公布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朗姿股份(002612)公布关于筹划重大收购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长青集团(002616)公布关于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巨龙管业(002619)公布关于签订合伙协议补充说明的公告。

瑞和股份(002620)公布关于签订工程设计、施工承包合同的公告。

亚玛顿(002623)公布关于徐州丰晟10MW超薄双玻光伏电站并网发电的公告。

完美环球(002624)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宜昌交运(002627)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成都路桥(002628)公布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仁智油服(002629)公布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跨境通(002640)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相关防范措施的公告。

荣之联(002642)公布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海思科(002653)公布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三）。

共达电声(002655)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茂硕电源(002660)公布关于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东诚药业(002675)公布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大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管理层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完成的公告。

金河生物(002688)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双成药业(002693)公布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顾地科技(002694)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与厦门国际银行签署《和解协议书》的公告。

海欣食品(002702)公布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良信电器(002706)公布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思美传媒(002712)公布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公告。

东易日盛(002713)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牧原股份(002714)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友邦吊顶(002718)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金一文化(002721)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获得商务部反垄断局批复的公告。

金轮股份(002722)公布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台城制药(002728)公布关于签订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雄韬股份(002733)公布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利民股份(002734)公布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葵花药业(002737)公布关于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埃斯顿(002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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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尚展示(002751)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东方新星(002755)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凤形股份(002760)公布关于收到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款的公告。

金发拉比(002762)公布关于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蓝黛传动(002765)公布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履行进展的公告。

索菱股份(002766)公布关于公司总部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普路通(002769)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众兴菌业(002772)公布关于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部分赎回的公告。

高科石化(002778)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中坚科技(002779)公布股票交易异常公告。

三夫户外(002780)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奇信股份(002781)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可立克(002782)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凯龙股份(002783)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万里石(002785)公布股票交易异动的公告。

银宝山新(002786)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深基地Ｂ(200053)公布关于公司董事短线交易的公告。

安科生物(300009)公布关于投资博生吉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公告。

欧比特(300053)公布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东方财富(300059)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康耐特(300061)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金利华电(300069)公布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大富科技(300134)公布关于控股公司-广州大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的公告。

南方泵业(300145)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东方国信(300166)公布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的公告。

中海达(300177)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正海磁材(300224)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洲明科技(300232)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变更名称的公告。

中际装备(300308)公布关于转让杭州利海互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出资额的公告。

吉艾科技(300309)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宜通世纪(300310)公布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硕贝德(300322)公布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华灿光电(300323)公布停牌公告。

楚天科技(300358)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溢多利(300381)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天华超净(300390)公布关于获得发明专利的公告。

菲利华(300395)公布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博济医药(300404)公布关于专项产业基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正业科技(300410)公布关于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鲁亿通(300423)公布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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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0

深华发

A

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16,489,894 116,489,894 2015-12-29

002736

国信证券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5

家

995,059,620 995,059,620 2015-12-29

600572

康恩贝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等

180,200,000 180,200,000 2015-12-29

603588

高能环境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等

80,978,162 80,978,162 2015-12-29

002738

中矿资源 国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

28,694,000 28,694,000 2015-12-30

002737

葵花药业 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

51

名

53,158,524 53,158,524 18.21% 2015-12-30

000636

风华高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等

20

户

79,545,455 79,545,455 2015-12-30

600578

京能电力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2

家

2,360,003,928 2,360,003,928 2015-12-30

600651

飞乐音响 北京申安联合有限公司

29,556,600 29,556,600 2015-12-30

600751

天海投资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4

家

1,404,682,274 1,404,682,274 2015-12-30

603636

南威软件 福建盈科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17,595,750 17,595,750 2015-12-30

000748

长城信息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7

家

50,955,412 50,955,412 2015-12-31

001896

豫能控股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8

家

231,929,046 231,929,046 2015-12-31

300173

智慧松德 深圳市向日葵朝阳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等

65,443,554 65,443,554 2015-12-31

600023

浙能电力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3

家

433,342,000 433,342,000 2015-12-31

600203

福日电子 王州明等

19,391,857 19,391,857 2015-12-31

600238

海南椰岛 海口东影科技有限公司

270,000 270,000 2015-12-31

603017

中衡设计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46

名

29,766,308 29,766,308 2015-12-31

603889

新澳股份 浙江龙晨实业有限公司等

30,263,575 30,263,575 2015-12-31

600141

兴发集团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512,826 28,512,826 2016-1-4

601558

华锐风电 北京新能华起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等

7

名

724,500,000 724,500,000 12.01% 20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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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69

证券简称：金鸿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76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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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5年12月25日，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更换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王欣然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由马锋

先生接替担任保荐代表人并履行相关职责。

本次变更后，负责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陈金荣先生和马锋先生。

特此公告。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2015-070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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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5】3036号）。 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36,275,862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856

证券简称：中天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5-092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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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来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3698号），中国证监

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须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2015-183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荣成市

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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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1日与威海锴泽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威海锴泽” ）、王炳阳、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成长青” ）签署的

《荣成市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公告编号：2015-046），公司向威海锴泽转让公司持有

的荣成长青8%股权，以上股权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并于近日在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荣成

长青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 荣成长青相关情况变更如下：

变更前：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东：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董事：黄军燕、袁富良、谢世文

变更后：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2%

威海锴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8%

董事：黄军燕、袁富良、王炳阳

除以上变更外，其他主要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公告编号：

2015-097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国家专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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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

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实用新型名称：一种工业机器人RV减速器

发明人：池永华；吴映雄；蔡贵阳；谢敏波

专利号：ZL201520531910.2

专利申请日：2015年7月21日

专利权人：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有效期：10年

证书号：第4800742号

授权公告日：2015年12月9日

本次公司获得RV减速器专利授权，将充实公司智能装备核心知识产权，提高公司自主产品技术含

金量，为公司智能装备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二、备查文件

1、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

:

柘中股份 证券代码

:002346

公告编号

:2015-66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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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12月15日以传真、 电话等方式

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15年12月25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举行，董事长陆仁军主持了会议。

公司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审议通过 《关于子公司向上海蕴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

资扩股的议案》；

为进一步贯彻公司扩大投资业务的发展计划,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来源,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

同意以全资子公司柘中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向上海蕴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8000万元，用于认购

上海蕴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中的18000万元， 上海蕴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此次增资完成

后，公司持股比例为90%。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

:

柘中股份 证券代码

:002346

公告编号

:2015-67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向上海蕴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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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向上海蕴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柘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柘中投资” ）拟以公司自有资金人民币18,000

万元认缴上海蕴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蕴椿投资” ）的新增注册资本18,000万元,本次增资

后,蕴椿投资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0,000�万元,公司占其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的90%。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赵济,男,蕴椿投资股东,赵济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文汉英,女,蕴椿投资股东，文汉英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蕴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0月29日

住 所：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548弄588号1幢1层T区116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营销

策划,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金：100万元

2、本次交易后,蕴椿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1 赵济 1000万元 5%

2 文汉英 1000万元 5%

3 上海柘中投资有限公司 18000万元 90%

3、财务状况

交易标的公司为2015年10月29日新成立公司,目前尚未有任何经营。

四、本次增资扩股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柘中投资认缴蕴椿投资新增注册资本事项系为进一步贯彻公司扩大投资业务的发展计划,

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来源,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2、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此前尚未展开经营,本次增资后后期经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后因公

司增加控股子公司,将会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产生影响；本次交易不会对给公司现金流造成较大压力,

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亦不会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988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

2015-090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重大资产重组问询函延期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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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现金方式购买威海怡和专用设备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简称“本次交易” ）。 2015年12月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等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

了相关公告。

2015年12月23日，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5】2045号），需要公司及就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并在?2015年12月?28日之

前对报告书做相应补充，书面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进行披露。

公司在收到审核意见后，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及交易各方共同对审核意见逐项落实。 由于问询函

中要求的独立财务顾问相关审核意见需履行其内部审核程序，目前尚未完成，因此公司无法在要求时间

内完成回复工作。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15年?12月?30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送回复文件。

公司将协调各方全力推进相关回复工作，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文件并进行披露，延期回

复期间，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敬请广大投资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5

———

073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风汽车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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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东风汽车公司的通知，该公司通过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已履行完毕。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承诺

2015年7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37）。 公告

中披露：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东风汽车公司为履行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并基于

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计划自2015年7月10起6个月内，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等方式增持公司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的股份，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承诺完成情况

2015年11月28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65）。东风汽车公司于2015年11月27日首次通过国泰君安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国君

资管1145号” ）增持公司股份1,13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679%。

2015年12月28日，公司接到东风汽车公司通知，自2015年11月27日起至2015年12月25日止，东风

汽车公司已通过国君资管1145号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844,5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9223%，增持金

额达50,014,443.75元。 截止2015年12月25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前后， 控股股东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东风汽车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

下：

单位：股

增持前 本次增持 增持后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东风汽车有限公

司

1,202,000,

000

60.10 0 0

1,202,000,

000

60.10

东风汽车公司 0 0 5,844,516 0.29223 5,844,516 0.29223

合计

1,202,000,

000

60.10 5,844,516 0.29223

1,207,844,

516

60.39223

三、相关承诺

东风汽车公司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东风汽车公司履行承诺未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东风汽车公司亦将继续履行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其他事项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