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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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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6年2月1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7），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事

后审核要求，公司对上述公告进行补充披露：

一、相关补充说明

1、海南博鳌济民国际医学抗衰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控股子公司” ）于2015年12月30日竞得琼海市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3号-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当

天出具的确认书中缺少具体地块编号、出让年限和土地用途

等重要信息，直至2016年2月15日公司收到琼海市人民政府

于2016年2月4日出具的土地使用权证，公司于2月15日即披

露相关信息。

2、由于该控股子公司是新设公司，获取土地是项目的第

一步，目前具体合作机构、技术资源还在策划中；具体的团队

进入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逐步到位。一旦方案成熟公司将第

一时间予以披露。

3、关于海南特殊政策已在2015年12月4日《关于收购海

南博鳌中整国际医学抗衰老中心有限公司51%股权并增资

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2015-054），此公告中已披

露：国务院国函［2013］33号《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海南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批复》批准海南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先行区” ）对进口的医疗器械

和药品实行加快特殊审批；可申报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等前

沿医疗技术项目； 对非公立医疗机构及其开设的诊疗项目，

可配备大型医用设备；实施境外医技、医护人员来先行区执

业，以及鼓励中医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准入、服务规范，以及

服务项目准入、收费等方面先行试点；允许境外资本在先行

区内举办医疗机构；对先行区进口的、关税税率较高部分器

械和药品税率适当降低； 支持健康国际旅游和承办国际会

议；鼓励多渠道融资渠道。

4、本项目资金的来源：股东同比例出资及控股子公司自

筹资金。

本次竞买土地对公司长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无重大不利影响。

二、风险提示

该控股子公司为新设公司，具体业务开展尚处于起步阶

段，本次投资可能存在因各项业务发展迟缓，导致预期收益

尚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或可能存在因各项业务未成功推

进，造成公司投资损失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16-30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重组问询函延期回复并继续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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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

对外投资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恒康医疗；证券代码：

002219）自2015年7月8�日开市起停牌。 经确认，该重大对外投资

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 2015� 年7月22日发布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2015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

案》，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15�年 8�月 21�日披露

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2015� 年 10� 月

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 2015�年 10�月 22日，披露了《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暨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2015� 年 11� 月 5� 日，

公司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 《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2016�年 1�月 20�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并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等相关公

告。 上述公告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o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实施后有关监管事项的通知》的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需对公司本次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公司股票自2016年1月

22日起继续停牌。

2016年2月1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恒康医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不需行政许

可）【2016】第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该函，深圳证券交易

所对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进行了审阅，提出

了若干反馈意见， 并要求公司及中介机构做出书面说明或核查意

见。 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及交易对方共同

对反馈意见逐项落实及回复。 截止目前，公司及中介机构已完成大

部分问询函涉及数据的核实查证，尚有部分较为复杂的情况正加紧

落实中；且需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全部查证情

况出具专业核查意见，及修订《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等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系列文件。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并经交易所同意，公司将延期回

复《问询函》，并争取不晚于2016年2月25日完成《问询函》回复及

披露工作，在完成《问询函》回复之前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情况，至少每五个交易日披

露一次进展公告。

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指定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o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16-012

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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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股票于2016年2月15日、16日、17日连续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目前，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6年2月15日、16日、17日，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

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

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

环境亦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 经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水利部综合事业局询证，其

函复如下：截至目前，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及其所控制的企业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涉及本

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筹划并购重

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

重大事项。

（三）经公司自查，公司没有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

道或市场传闻。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

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3,100.18万

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4,965.03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

度分配。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

(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高送转方案尚

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高送

转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

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2、 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2016-011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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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海口

市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市制药厂” ）近期收到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批件基本信息

1、药物名称：孟鲁司特钠片

文件类型：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批件号：2016L00885

剂型：片剂

规格：10mg（以孟鲁司特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申请人：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审查，本品

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

验。

2、药物名称：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文件类型：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批件号：2016L00940

剂型：片剂

规格：4mg（以孟鲁司特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申请人：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审查，本品

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

验。

3、药物名称：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文件类型：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批件号：2016L00941

剂型：片剂

规格：5mg（以孟鲁司特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6类

申请人：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审查，本品

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

验。

二、产品主要功能和适应症

孟鲁司特是一种口服的白三烯受体拮抗剂， 适用于2岁及以上

人群哮喘的预防和长期治疗， 包括预防白天和夜间的哮喘症状，治

疗对阿司匹林敏感的哮喘患者以及预防运动诱发的支气管收缩，适

用于减轻过敏性鼻炎引起的症状。

三、审批流程及风险提示

公司获得临床试验批件后，将按照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要求尽

快组织实施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待试验成功后将申报产品生产批

件。 该临床试验的完成时间、进度及结果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

司将对上述产品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00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2016-014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说明》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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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17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说明》（以下简称 “回复

说明” ）。

经事后审查，发现因工作人员排版疏忽，导致该回复说明中第6-1-41页

至第6-1-44页表格内各供应商名称与其后信息出现错行情况， 现对相关内

容更正如下（更正后的回复说明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更正前：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时间 主营业务 股东构成 备注

1

缔展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

福永街道凤凰

第二工业区腾

丰一路7号、

A04栋、A05栋

第一层、白石

厦龙王庙工业

区第26栋、27

栋、9栋第一层

3000万元 张刚维

2006年8月

14日

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

外）、塑料及其制品、危险

化学品（凭粤深福安监管

经（乙）字【2014】019号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经营）的批发、进出

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及其相关配套服务（涉及

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

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

DAYTEX�INTERNATIONAL�

CO.,�LTD.

2

深圳市新联

兴精密压铸

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

坪地街道六联

社区鹤坑三棵

松工业区1号B

栋

800万元 宋武恩

2011年9

月22日

五金制品、模具的技术开

发、生产与销售；塑胶制

品、电子产品的销售；国内

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

准的项目除外）。

廖凤良，宋武恩

3

深圳市欣茂

鑫精密五金

制品有限公

司

上海市闵行区

中春路7319号

9026.0万元 刘欣华

2007年11

月5日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金属材料、合

金材料及铝熔铸业辅料、

新型电子材料及器件的技

术开发；国内贸易；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模具设计。

^五金精密配件、五金模

具的生产加工及销售；普

通货运。

刘欣华

4

上海徕木电

子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

坂田街道杨美

社区石背路

9-4号1楼2号

1173.8965

万元

朱新爱

2003年3月

12日

模具及配件、电子产品、五

金机电零配件的设计制

造、销售。 冲压制品、注塑

制品的销售，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

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

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朱利书，沈建强，李文亮，丁秀

兵，朱新爱

5

深圳市三合

通发精密五

金制品有限

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

松岗街道罗田

村象山工业区

一号厂房

7000万元 翁华伟

2010年10

月26日

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

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

外）；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五金制品

的生产和销售（不含再生

资源回收经营）

深圳市达晨创丰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熊人杰,深圳市敬

岗恒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张

建,深圳市通发荣大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邱伯谦,深圳市华

伟恒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胡爱

萍,翁华伟

6

深圳市富恒

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西部开发

区深华业宝安

工业区2号厂

房第二层

1000万元 姚秀珠

1993年4月

23日

塑胶造粒的销售；塑胶五

金制品、塑胶颜料的销售；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

不含国家限制项目）。 塑

胶造粒的生产。

李旭临，深圳市铭润兴业投资有

限公司，深圳市冠海投资有限公

司，姚秀珠，浙江中科东海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

红英，中山中科恒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涂井强，郑庆良

7

深圳市日博

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

石岩街道塘头

社区国泰路11

号亿和科技工

业园第三栋

19500万元 许建民

2006年8月

15日

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和加

工（不含限制项目）；国内

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天津市日津科技有限公司

8

亿和塑胶电

子制品（深

圳）有限公

司

上海市闵行区

申南路689号

300.0万美

元

吴亮

2004年7

月9日

从事新型电子元器件的技

术开发；^生产经营精密

模具、工程塑料。 生产经

营塑胶制品、电子产品零

配件、塑胶模具、夹具、五

金制品、精冲模、精密型腔

模、模具标准件、汽车及摩

托车模具。

亿和塑胶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9

上海安费诺

永亿通电子

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

福永镇桥头富

桥工业3区3号

厂

55984.723

万元

Richard�

Adam�

Norwitt

1999年11

月29日

研究、开发和生产应用于

无线通讯终端产品的天线

及零件，其他无线频率元

器件、电缆组件、柔性线路

板，声、光学器件组件，生

产模具、治具及相关零件，

销售自产产品，上述产品

同类商品的批发、进出口、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

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涉

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

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

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申请）。【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香港安费诺(东亚)有限公司

10

深圳市长盈

精密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新

区公明办事处

田寮社区第九

工业区亿和模

具产业基地厂

房A4一、二楼

8740.2745

万元

陈奇星

2001年7

月17日

生产、销售、开发连接器

件、精密五金件、精密接插

件（以上不含国家限制项

目）。 自营进出口业务

（按深贸管登证字第

2004-0433号文经营）。

詹伟哉，占敏，陈苗圃等

11

深圳亿能网

络通信设备

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

滨河大道5020

号证券大厦

12B2A室

15万元美元 刘志彬

2004年10

月21日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

上项目均不含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

要前置审批及禁止项目）

^网络通信设备的生产、

研发与销售及技术服务；

五金冲压制品、模具的生

产和销售（不含除油、酸

洗、喷漆及其他国家限制

项目）；塑胶制品、模具、

模具标准件、夹具、电子产

品零部件的生产和销售，

CNC加工业务。

亿和精密金属制品（深圳）有限

公司

更正后：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时间 主营业务 股东构成 备注

1

缔展国际贸易

(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

田区滨河

大道5020

号证券大

厦12B2A

室

15万美元 张刚维

2006年8

月14日

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

外）、塑料及其制品、危险

化学品（凭粤深福安监管

经（乙）字【2014】019号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经营）的批发、进出

口、 佣金代理 （拍卖除

外） 及其相关配套服务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DAYTEX�

INTERNATIONALCO.,�LTD.

2

深圳市新联兴

精密压铸有限

公司

深圳市宝

安区福永

街道凤凰

第二工业

区腾丰一

路 7 号 、

A04 栋 、

A05栋第

一层 、白

石厦龙王

庙工业区

第 26栋 、

27栋、9栋

第一层

3000万元 宋武恩

2011年9

月22日

五金制品、模具的技术开

发、生产与销售；塑胶制

品、 电子产品的销售；国

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

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廖凤良、宋武恩

3

深圳市欣茂鑫

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

岗区坪地

街道六联

社区鹤坑

三棵松工

业区 1号

B栋

800万元 刘欣华

2007年11

月5日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金属材料、合

金材料及铝熔铸业辅料、

新型电子材料及器件的

技术开发； 国内贸易；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模具设

计。 五金精密配件、五金

模具的生产加工及销售；

普通货运。

刘欣华

4

上海徕木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

行区中春

路7319号

9026万元 朱新爱

2003年3

月12日

模具及配件、 电子产品、

五金机电零配件的设计

制造、销售。 冲压制品、注

塑制品的销售，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

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

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 商品 及 技术 除 外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朱利书，沈建强，李文亮，丁秀

兵，朱新爱等39个股东

5

深圳市三合通

发精密五金制

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

华新区龙

华街道清

祥路一号

宝能科技

园 9 栋 A

座 11 楼

AB单位

1320.6336

万元

翁华伟

2010年10

月26日

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

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

外）；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五金制

品的生产和销售（不含再

生资源回收经营）

长安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胡爱萍、 深圳市华伟恒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敬岗恒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段剑、深圳

市华腾二号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翁华伟、深圳市通发荣大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蒋亨福、

深圳市达晨创丰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熊人杰、邱伯谦、张

建

6

深圳市富恒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宝

安区松岗

街道罗田

村象山工

业区一号

厂房

7545万元 姚秀珠

1993年4

月23日

塑胶造粒的销售；塑胶五

金制品、 塑胶颜料的销

售；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以上不含国家限制项

目）。 塑胶造粒的生产。

李旭临、 深圳市铭润兴业投资

有限公司、 深圳市冠海投资有

限公司、姚秀珠、浙江中科东海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张红英、中山中科恒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涂井强、郑庆

良

7

深圳市日博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宝

安区西乡

西部开发

区深华业

宝安工业

区 2号厂

房第二层

1000万元 许建民

2006年8

月15日

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和

加工 （不含限制项目）；

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

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天津市日津科技有限公司

8

亿和塑胶电子

制品（深圳）有

限公司

深圳市宝

安区石岩

街道塘头

社区国泰

路11号亿

和科技工

业园第三

栋

19500万港

元

吴亮

2004年7

月9日

从事新型电子元器件的

技术开发；生产经营精密

模具、工程塑料。 生产经

营塑胶制品、电子产品零

配件、塑胶模具、夹具、五

金制品、精冲模、精密型

腔模、模具标准件、汽车

及摩托车模具。

亿和塑胶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9

上海安费诺永

亿通电子有限

公司

上海市闵

行区申南

路689号

300万美元

Richard�

Adam�

Norwitt

1999年11

月29日

研究、开发和生产应用于

无线通讯终端产品的天

线及零件，其他无线频率

元器件、电缆组件、柔性

线路板，声、光学器件组

件，生产模具、治具及相

关零件， 销售自产产品，

上述产品同类商品的批

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

卖除外）， 并提供相关配

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

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

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香港安费诺(东亚)有限公司

10

深圳市长盈精

密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宝

安区福永

镇桥头富

桥工 业 3

区3号厂

56009.3076

万元

陈奇星

2001年7

月17日

生产、销售、开发连接器

件、精密五金件、精密接

插件（以上不含国家限制

项目）。 自营进出口业务

（按 深 贸 管 登 证 字 第

2004-0433号文经营）。

长盈粤富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杨振宇等

11

深圳亿能网络

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

深圳市光

明新区公

明办事处

田寮社区

第九工业

区亿和模

具产业基

地 厂 房

A4一、二

楼

6400万元 刘志彬

2004年10

月21日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以

上项目均不含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

要前置审批及禁止项目）

^网络通信设备的生产、

研发与销售及技术服务；

五金冲压制品、模具的生

产和销售 （不含除油、酸

洗、喷漆及其他国家限制

项目）；塑胶制品、模具、

模具标准件、夹具、电子

产品零部件的生产和销

售，CNC加工业务。

刘志彬、 亿和精密金属制品

（深圳）有限公司、东莞市奥海

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除上述更正外，回复说明的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更正不影响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总体方案。

公司将在本次更正公告披露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

见回复资料。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尚须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相关审核工

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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