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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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0

富奥股份 一汽集团等

4

家

685,543,846 685,543,846 2016-3-30

300247

乐金健康 陈孟阳等

5

名

13,359,591 5,931,433 2016-3-31

300269

联建光电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5

名

37,061,684 8,313,037 2016-3-31

000571

新大洲

A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274

人

11,842,437 1,616,700 2016-4-1

600330

天通股份 杭州羽南实业有限公司等

171,153,042 171,153,042 2016-4-1

601636

旗滨集团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8

家

416,675,000 416,675,000 2016-4-1

600466

蓝光发展 平安创新资本

236,395,971 196,996,643 9.22% 2016-4-1

600552

方兴科技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等

16

家

41,285,430 16,755,323 4.37% 2016-4-5

600390

金瑞科技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8,710,800 8,710,800 2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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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建信安心保本六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573

基金类型 契约型

、

开放式

、

保本混合型

管理人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4

月

5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29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信达澳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554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信达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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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

月

5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29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融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579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29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15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510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28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15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中欧养老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955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28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2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长城久润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512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28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22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中邮低碳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983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28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22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562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2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22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兴业聚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498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21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20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汇添富盈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419

基金类型 保本混合型

管理人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21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15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招商睿逸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317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21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15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新华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

002421

；

C

类

：

002422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1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安安禧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398

（

A

类

）、

002399

（

C

类

）

基金类型 保本混合型

管理人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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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1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多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470/002471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1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信诚惠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

000467

；

B

：

000479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3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中国军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524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2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中海沪港深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214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1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智慧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984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1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340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9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6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兴业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494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1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5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荣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19766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3

月

21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3

月

31

日

深振业Ａ(000006)公布第八届

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公告。

深天地Ａ(000023)公布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深深房Ａ(000029)公布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天楹(000035)公布补充更

正公告。

深大通(000038)公布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洲控股(000042)公布201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深圳华强(000062)公布关于石

家庄新华区人民政府与华强北国际

创客中心签署合作建设双创中心框

架协议的公告。

中成股份(000151)公布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丰原药业(000153)公布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胜利股份(000407)公布关于转

让山东陆宇商贸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的进展公告。

渤海金控(000415)公布2016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山东路桥(000498)公布第七届

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珠海港(000507)公布第九届董

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国际医学 (000516) 公布关于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广弘控股(000529)公布第八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皖能电力(000543)公布董事会

八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昆百大Ａ(000560)公布201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烽火电子(000561)公布关于公

司部分董事、高管人员不减持公司股

票之承诺履行完毕的公告。

渝三峡Ａ(000565)公布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

新大洲Ａ(000571)公布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广东甘化(000576)公布关于召

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

公告。

金叶珠宝(000587)公布关于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宝塔实业(000595)公布更正公

告。

湖北金环(000615)公布关于全

资子公司更名的公告。

新华联关(000620)公布于为长

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风华高科(000636)公布监事会

2015年度工作报告。

万方发展(000638)公布关于签

署对外担保协议的公告。

湖北广电(000665)公布关于全

资子公司投资设立金管理公司及投

资基金的补充公告。

山推股份(000680)公布关于获

得产业发展基金的公告。

视觉中国(000681)公布关于全

资子公司常州远东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

东方电子(000682)公布房屋续

租重大合同公告。

东北证券(000686)公布股权解

除质押及股权质押公告。

炼石有色(000697)公布关于与

关联方共同参股设立公募基金管理

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恒逸石化(000703)公布关于召

开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示性公告。

韶钢松山(000717)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西安饮食(000721)公布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鲁泰Ａ(000726)公布关联交易

公告。

中房地产(000736)公布关于召

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

国海证券(000750)公布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西藏发展(000752)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漳州发展(000753)公布2016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航飞机(000768)公布2015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新兴铸管(000778)公布关于公

司与控股股东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

的公告。

华神集团(000790)公布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北京文化(000802)公布201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美利纸业(000815)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鲁西化工(000830)公布关于检

修恢复生产的公告。

鑫茂科技(000836)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银星能源(000862)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双汇发展(000895)公布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赣能股份(000899)公布关于重

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景峰医药(000908)公布关于对

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南方汇通(000920)公布关于国

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事项获得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复的提示性公告。

海信科龙(000921)公布第九届

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福星股份(000926)公布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川双马(000935)公布201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华西股份(000936)公布2016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

果公告。

河池化工(000953)公布重大事

项停牌进展公告。

东方能源(000958)公布关于与

远达环保关联交易的公告。

锡业股份(000960)公布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南建设(000961)公布关于上

海承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上海财华保网络科技公司的公告。

东方钽业(000962)公布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高升控股(000971)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新中基(000972)公布关于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拟核销部分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公告。

浪潮信息(000977)公布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州友谊(000987)公布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豫能控股(001896)公布关于中

国证监会受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

请的公告。

鸿达兴业(002002)公布继续停

牌公告。

华兰生物(002007)公布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凯恩股份(002012)公布关于控

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再重新质

押的公告。

中航机电(002013)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永新股份(002014)公布关于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资产过

户完成的公告。

世荣兆业(002016)公布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京新药业(002020)公布关于与

天堂硅谷、HSC签署国际并购战略合

作协议的公告。

科华生物(002022)公布关于产

品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山东威达(002026)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巨轮智能(002031)公布关于获

得政府财政专项补贴的公告。

美欣达(002034)公布2016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黔源电力(002039)公布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南京港(002040)公布关于“12南

港债” 票面利率不调整及债券持有人

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宝鹰股份(002047)公布关于筹

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停牌公告。

中钢天源(002057)公布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的风险提示公告。

獐子岛(002069)公布关于股权

解除质押的公告。

凯瑞德(002072)公布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收购事项的进展公告。

栋梁新材(002082)公布股价异

动公告。

万丰奥威(002085)公布补充公

告。

金智科技(002090)公布2015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海翔药业(002099)公布关于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上市提示性

公告。

冠福股份(002102)公布关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银轮股份(002126)公布2016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东华科技(002140)公布关于收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

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宏达高科(002144)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北斗星通(002151)公布关于公

司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补充暨部分

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悦心健康(002162)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宁波东力(002164)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智光电气(002169)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游族网络(002174)公布2015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云海金属(002182)公布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百股份(002187)公布关于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补充公告。

东晶电子(002199)公布2016年

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九鼎新材(002201)公布关于公

司与北京添衡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合

作投资的公告。

金风科技(002202)公布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海亮股份(002203)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达意隆(002209)公布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宏达新材(002211)公布关于使用

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进展公告。

大立科技(002214)公布关于购

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合力泰(002217)公布2016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三力士(002224)公布关于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奥特迅(002227)公布2016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鸿博股份(002229)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科大讯飞(002230)公布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滨江集团(002244)公布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

公告书（摘要）。

大洋电机(002249)公布关于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配套募集资金购

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上海莱士(002252)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拓维信息(002261)公布关于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证监局

《关于拓维信息2015年报事后审核的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西仪股份(002265)公布关于签

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联络互动(002280)公布关于投

资设立商业保理孙公司的公告。

天润曲轴(002283)公布重大事

项停牌进展公告。

超华科技(002288)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博云新材 (002297) 公布关于

201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中电鑫龙 (002298) 公布关于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北新路桥(002307)公布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威创股份(002308)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三泰控股(002312)公布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

展公告。

众生药业(002317)公布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补充反馈意

见回复的公告。

雅百特(002323)公布关于董事

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洪涛股份(002325)公布2016年

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永太科技(002326)公布关于共

同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及股权投

资基金的公告。

英威腾(002334)公布第四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赛象科技(002337)公布关于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新纶科技 (002341) 公布关于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海宁皮城(002344)公布关于申

请延期回复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

见的公告。

泰尔重工(002347)公布2016年

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北京科锐(002350)公布关于收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

查通知书》的公告。

同德化工(002360)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康力电梯(002367)公布2015年

年度报告摘要。

章源钨业(002378)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东山精密(002384)公布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南洋科技(002389)公布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信邦制药(002390)公布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星网锐捷(002396)公布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海普瑞(002399)公布关于回购

部分社会公众股实施情况的公告。

和而泰(002402)公布2016年第

一季度业绩预告。

嘉欣丝绸(002404)公布关于延

期回复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见的

公告。

四维图新(002405)公布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必康股份(002411)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三元达(002417)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康盛股份(002418)公布关于完

成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

登记证“三证合一” 的公告。

科伦药业(002422)公布2015年

年度报告摘要。

中原特钢(002423)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万里扬(002434)公布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长江润发(002435)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誉衡药业(002437)公布关于控

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江苏神通(002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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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闰土股份(002440)公布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盛路通信(002446)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壹桥海参(002447)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天马精化(002453)公布收购报

告书（摘要）。

欧菲光(002456)公布关于对外

投资参股北汽新能源公司的公告。

金利科技(002464)公布关于股

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海格通信(002465)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富春环保(002479)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双塔食品(002481)公布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广田股份 (002482) 公布关于

“13广田01” 票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

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江海股份(002484)公布2015年

年度报告。

嘉麟杰(002486)公布2016年第

一季度业绩预告。

恒基达鑫(002492)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辉丰股份(002496)公布关于控

股股东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利源精制(002501)公布关于举

行2015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

告。

骅威股份(002502)公布关于股

东股份减持的公告。

金字火腿(002515)公布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齐峰新材(002521)公布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天桥起重(002523)公布关于完

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山东矿机(002526)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丰东股份(002530)公布2015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金杯电工(002533)公布关于参

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杭锅股份(002534)公布关于公

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授予完成的公告。

鸿路钢构(002541)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辉隆股份(002556)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亚威股份(002559)公布关于使

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

进展公告。

唐人神(002567)公布2016年第

一季度业绩预告。

索菲亚(002572)公布关于首期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股份以

及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

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明牌珠宝(002574)公布关于公

司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好想你(002582)公布关于召开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西陇科学(002584)公布股东股

份质押公告。

史丹利(002588)公布关于更换

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以岭药业(002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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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顺科技(002609)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朗姿股份(002612)公布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长青集团(002616)公布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摘要。

巨龙管业(002619)公布关于股

东计划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金达威(002626)公布关于延期

回复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见的公

告。

成都路桥(002628)公布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华西能源(002630)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德尔未来(002631)公布关于控

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棒杰股份(002634)公布关于控

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赞宇科技(002637)公布关于参

与国有股权转让竞拍结果的公告。

雪人股份(002639)公布关于股

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中泰桥梁(002659)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东江环保(002672)公布关于签

订发起设立专项并购基金战略合作

协议的公告。

东诚药业(002675)公布关于肝

素钠原料药通过FDA现场审核的公

告。

福建金森(002679)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华东重机(002685)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双成药业(002693)公布2015年

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天赐材料(002709)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龙大肉食(002726)公布关于全

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电光科技(002730)公布关于临

时停牌的公告。

利民股份 (002734) 公布关于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中矿资源(002738)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中矿资源(002738)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万达院线(002739)公布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爱迪尔(002740)公布2015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木林森(002745)公布2015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埃斯顿(002747)公布关于公司

首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

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国光股份(002749)公布2016年

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东方新星(002755)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南兴装备(002757)公布2016年

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真视通(002771)公布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理财的进展公告。

深深房Ｂ(200029)公布2015年

年度报告（英文版）。

鲁泰Ｂ(200726)公布2015年年

度报告摘要（英文版）。

神州泰岳(300002)公布第五届

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汉威电子(300007)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华星创业(300025)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金亚科技(300028)公布关于公

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梅泰诺(300038)公布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上海凯宝(300039)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赛为智能(300044)公布关于全

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万顺股份(300057)公布关于控

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并换发

营业执照的公告。

尤洛卡(300099)公布2015年年

度报告摘要。

长盈精密(300115)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泰胜风能(300129)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大富科技(300134)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宋城演艺(300144)公布2015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中海达(300177)公布关于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力源信息(300184)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佳讯飞鸿(300213)公布关于全

资子公司济南铁路天龙高新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

告。

金运激光(300220)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拓尔思(300229)公布2016年第

一季度业绩预告。

银信科技(300231)公布2016年

一季度业绩预告。

新开普(300248)公布关于修订

及补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公

告。

初灵信息(300250)公布关于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的公

告。

兴源环境(300266)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国瓷材料(300285)公布关于筹

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海达股份 (300320) 公布关于

《2015年年度报告》有关内容的补充

公告。

开元仪器(300338)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科恒股份(300340)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太空板业(300344)公布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斯莱克(300382)公布2015年年

度报告。

飞天诚信(300386)公布第二届

第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天华超净(300390)公布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地尔汉宇(300403)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迦南科技(300412)公布2016年

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环能科技(300425)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信息发展 (300469) 公布关于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川金诺(300505)公布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公告。

获准注册的公告。

涪陵电力(600452)公布年报。

时代新材(600458)公布年报。

信威集团(600485)公布大股东

股份质押公告。

中发科技(600520)公布关于对

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补充说明

公告。

亿晶光电(600537)公布关于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5年年

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方兴科技(600552)公布年报。

海航创新(600555)公布关于浙

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倶乐部有限公

司起诉公司子公司的公告。

江西长运(600561)公布年报。

中珠控股(600568)公布关于公

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进展的

公告。

天华院(600579)公布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龙溪股份(600592)公布六届十

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熊猫金控(600599)公布年报。

氯碱化工(600618)公布关于变

更联系电话的公告。

浙报传媒(600633)公布关于浙

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同意设立浙江大

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筹）的公告。

三爱富(600636)公布关于2016

年度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授信提供担

保及子公司间互为提供融资担保的

公告。

爱建集团(600643)公布关于沈

重英先生辞任独立董事的公告。

中源协和(600645)公布关于注

销已回购股权激励股份的公告。

中安消(600654)公布关于召开

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豫园商城(600655)公布年报。

哈药股份(600664)公布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天目药业(600671)公布重大事

项继续停牌公告。

东阳光科 (600673) 公布关于

201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更正公告。

四川金顶(600678)公布关于收

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

裁通知》的公告。

南京新百(600682)公布年报。

中船防务(600685)公布公司章

程。

金龙汽车(600686)公布201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刚泰控股(600687)公布2015年

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

光明地产(600708)公布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ST常林(600710)公布年报。

祁连山(600720)公布第七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鲁北化工(600727)公布停牌公

告。

兰州民百(600738)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

华银电力(600744)公布年报。

中茵股份(600745)公布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上实发展(600748)公布年报。

浪潮软件(600756)公布年报。

南京熊猫(600775)公布关于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新潮实业(600777)公布关于公

司高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安信信托(600816)公布2015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成商集团(600828)公布关于变

更证券简称的公告。

广电网络(600831)公布关于与

汉中市人民政府签订《“互联网+” 战

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上海机电(600835)公布年报。

四川长虹(600839)公布关于控

股子公司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的公告。

上工申贝(600843)公布关于控

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公

开征集受让方的提示性公告。

上海临港(600848)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航天长峰(600855)公布2016年

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补充公告。

京城股份(600860)公布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ST厦华(600870)公布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创业环保(600874)公布年报。

东方电气(600875)公布年报。

华联矿业(600882)公布关于全

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的补充公告。

宏发股份(600885)公布关于控

股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大秦铁路(601006)公布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南京银行(601009)公布第七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隆基股份(601012)公布关于子

公司与光伏组件客户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的公告。

陕西黑猫(601015)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华钰矿业(601020)公布关于控

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公告。

中国一重(601106)公布关于变

更信息披露报纸的公告。

东兴证券(601198)公布2014年

公司债券2016年付息公告。

江南水务(601199)公布关于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交通银行(601328)公布年报。

广深铁路(601333)公布年报。

新华保险(601336)公布年报。

怡球资源(601388)公布关于重

大事项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中冶(601618)公布年报。

旗滨集团(601636)公布关于全

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中国中车(601766)公布年报。

中国交建(601800)公布关于通

过收益互换形式认购关联方高级永

续债券的关联交易公告。

中海油服(601808)公布年报。

正泰电器(601877)公布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大唐发电(601991)公布年报。

丰林集团(601996)公布年报。

设计股份(603018)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润达医疗(603108)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万林股份(603117)公布关于公

司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暨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进展的公告。

今世缘(603369)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口子窖(603589)公布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实施公告。

禾丰牧业(603609)公布关于董

事、监事在审议《关于续聘江苏苏亚

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时

弃权情况说明的公告。

灵康药业(603669)公布关于公

司药品注册进度的公告。

隆鑫通用(603766)公布关于短

期理财实施情况的公告。

道森股份 (603800) 公布关于

2015年度业绩预告的更正公告。

福斯特(603806)公布关于在境

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方盛制药(603998)公布年报。

凌云B股(900957)公布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