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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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79

鲁丰环保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5

人

3,571,875 2,27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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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71

华宇软件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11

人

7,220,753 4,320,541 2016-4-5

000620

新华联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7

家

238,975,817 238,975,817 2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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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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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相

关议案，并于2016年3月23日披露了相关公告。2016年3月31日，公司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

0300号），内容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

明和解释。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1、预案披露，中国忠旺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前中国忠旺

需取得香港联交所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分拆申请批准及披露文件的无意见

函及保证配额豁免。请补充披露：（1）中国忠旺分拆旗下主要资产忠旺集团至

境内上市是否符合境内外现行法律法规规定；（2） 香港联交所分拆申请批准

及披露文件的无意见函及保证配额豁免的具体情况， 包括审批程序、 审批条

件、审批进程及关键时点、获得审批是否存在实质障碍以及公司预计获得批准

的时间；（3） 是否存在无法获得联交所批准导致本次交易失败的风险。 如存

在，请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本次交易估值和业绩承诺

2、忠旺集团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中国忠旺的主要资产。 请比照中国忠

旺的近期整体市值、每股股价以及铝挤压相关资产的市盈率情况，说明本次交

易作价的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3、 预案披露， 交易对方忠旺精制承诺标的资产忠旺集团在2016年度、

2017年度和2018年度预测实现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8亿元、35亿元和42亿

元。 若本次重组无法在2016年度内实施完毕，则利润补偿期间延续至2019年

度，2019年承诺扣非净利润不低于48亿元。请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

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的相关要求，补充披露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审核

报告，并说明拟购买资产未来业绩的测算依据。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4、 预案披露，2015年12月， 忠旺集团将子公司忠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3%及32%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北京忠旺华融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忠旺信达投

资有限公司。 请补充披露：（1）前述股权转让交易作价及评估值（如适用）；

（2）忠旺集团在评估基准日后转让部分而非全部股权的原因；（3）前述交易

是否会对本次交易作价产生影响。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三、关于标的资产资质证书及知识产权

5、 预案披露， 标的资产目前拥有的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将于

2016年7月5日到期， 请说明相关证书是否属于标的资产经营核心认证证书，

证书的续期计划，是否存在障碍。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6、预案披露，交易标的忠旺集团目前持有4项专利，根据内部重组，其他与

忠旺集团主营业务无关的发明专利转让给中国忠旺及其附属公司， 相关转让

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请补充披露其他拟转让的发明专利的基本信息，并说明

其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关联度。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四、其他

7、请公司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中

《预案格式指引》第十七节的要求，在“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部分，补充披露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业务与技术”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

人员” 等相关内容。

8、中旺集团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资产，请补充说明预案披露的中旺集

团财务数据的会计编制原则，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还是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如

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编制请说明与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编制之

间存在的差异情况。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9、预案披露，为解决本次内部重组形成的关联往来，忠旺集团拟在基准日

后分红135亿元，该次分红不会导致实际现金流出，不影响忠旺集团资产质量

和盈利能力。请补充披露该次分红的具体情况，包括分红对象以及分红不会导

致实际现金流出、不影响忠旺集团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原因。请财务顾问发

表意见。

10、忠旺集团最终控制方为刘氏家族信托，交易完成后其将成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请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实际控制人刘忠田的具体身份信息和持

股情况。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2016年4月7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并披露。

特此公告。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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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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

30日（星期三）10:00-12:00在北京进行了投资者调研活动，具体情如下：

一、参加人员

1、科达股份：董事长刘锋杰、证券事务代表孙彬

链动（杭州）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峥嵘

链动数据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苟剑飞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李卓

3、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张耀东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张彬

4、参与调研的机构

机构名称 调研人员 机构名称 调研人员

国泰君安 张姝丽 长盛基金 王丽媛

安邦资管 张世超 银华基金 王 翔

长城证券 金 炜 安信证券 王晓岩

易方达基金 葛秋石 中信建设资管 陈乐然

金鹰基金 何颖淳 中国人寿资产 杨子霄

新华基金 潮礼君 中金公司 张雪晴

民生加银 周忠伟 国海证券 邵 伟

中邮基金 国晓雯 招商证券 方光照

方正证券 唐思思 国泰安保基金 张 标

二、活动参与各方交流的主要内容

（一）科达股份战略布局

公司确立了“聚焦与裂变” 发展模式，聚焦即将业务发展重心聚焦于数字

营销行业中高景气度、大市场容量的汽车服务领域，充分发挥公司在汽车线下

场景端、线上营销及媒体资讯的综合协同效应，逐步打造公司在“汽车前市

场” 的行业应用优势，并利互联网渠道和大数据优势，逐步将公司业务链延伸

至汽车电商、汽车金融等拥有更大市场容量和发展前景的“新车市场” ；裂变

即通过链动数据整合各子公司在汽车营销垂直领域中展会、 发布会等线下体

验与调研、公关、代理、投放、广告监测等线上营销以及新媒体、电商等资讯流

量等关键节点所累积的基于用户行为的数据资源， 通过数据产品提升营销服

务与流量转化能力，将上市公司从数字营销升级到数据服务。

公司通过“聚焦裂变” 战略，在主机厂整车与用户新车之间，通过产业链

的资源整合，重新定义了“新车数据” 这一概念。

（二）数字一百、智阅网络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1、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数字一百成立于2006年，作为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市场调查公司，主营互联

网在线调查、互联网社区调查、互联网广告监测、互联网渠道检查等。依托在线

样本库、在线调研软件系统及互联网社区平台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服务，并对

平台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利用数据分析帮助优化整体营销和公关策略。旗下动

米科技基于互联网广告监测技术和在线样本库调查， 对企业在互联网上的广

告投放进行投放效果的实时监测与评估。

数字一百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其集合了行业解读分析师、 互联网运营和软

件技术工程师， 在强大的产品创新能力基础上积累了海量的在线数据样本库

和在线会员资料。

2、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智阅网络成立于2014年， 作为国内首家以新媒体大数据为核心的移动互

联网信息服务公司，以汽车新媒体为主要业务，拥有专业移动端汽车资讯应用

的“汽车头条” ，向客户提供汽车相关资讯及服务、广告投放、线上线下互动传

播推广及大数据信息服务.公司即将上线汽车导购平台应用“买车助手” ，可以

为整合营销服务提供汽车相关流量导入及媒介资源， 提升媒体资源的共享及

渗透。

智阅网络拥有优秀的运营团队和汽车新媒体领域的先发优势， 以优质的

内容源为为核心，通过霸屏、震源叠加到流量传播平台，形成汽车行业的聚合

媒体群。 智阅网络发布“T-plan” 战略，计划在未来3年内通过扩张，形成新媒

体矩阵，占据国内汽车新媒体第一集团军的领先位置。

（三）针对各调研机构的提问，公司进行解答。

1、公司此次收购4家标的公司，将对公司发展有何影响？

科达股份原主业为各级公路、市政基础设施、桥隧、水利等工程项目的建

设施工及房地产开发销售。 2015年9月，完成第一轮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百孚

思、上海同立、华邑营销、雨林木风和派瑞威行五家公司，形成了包含品牌管

理、创意策划、线上营销、线下执行、广告代理、网络推广等服务在内的，囊括汽

车、电商、快消品等行业主要客户的互联网营销链条。

2016年3月25日， 科达股份发布收购预案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爱

创天杰100%股权、 亚海恒业100%股权、 智阅网络100%股权以及数字一百

100%股权，公司聚焦汽车服务领域，通过外延式扩张与内生新生，通过管理后

台整合与数据平台共享，构建线上、线下的汽车数据综合服务生态系统。

2、前次收购的五家标的公司和本次收购的四家标的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

如何显现？

科达股份通过设立链动投资对各标的公司从业务流程优化、 规范财务核

算、完善内部控制等多个方面进行整合管理，同时成立了链动数据采集与挖掘

各子公司的海量数据资源，构建独立的汽车DMP系统，在各业务单元彼此业

务协同嫁接的基础上实现商业模式的衍化和升级。通过客户交叉营销、资源集

中采购、业务嫁接新生、管理后台共享、数据平台共建，以技术为纽带、以数据

为核心驱动，公司的长期目标是成为国内领先的汽车数据服务公司。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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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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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正在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2016年3月25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009号公告），公司股票于2016年3月25日

继续停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标的资产所处行业为“医药行业” 。公司拟聘请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就所涉及的相关事项仍在做进一步协商和论证，有

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 （简称： 建峰化工、 证券代码：

000950）将继续停牌。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停牌期间，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

审议程序， 按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重组文

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进展公告。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敬请广大投资者通过指定媒体查阅公司公告。

四、备查文件

1、重大重组事项交易进程备忘录

2、自查报告

3、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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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产业基金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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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苏神通”）于2016年

2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产业基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结合发展战略，与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盛宇投资”）共同合作发起设立产业基金，产业基金总规模为10,000万元人

民币，其中江苏神通使用自有资金出资8,000万元人民币，占出资总额的80%，盛

宇投资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占出资总额的2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2016-019）。

近日，该产业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驭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MA1GT8JX4G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上海市嘉定区嘉戬公路328号7幢J29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剑冰)

成立日期：2016年3月29日

合伙期限：2016年3月29日至2021年3月28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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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上海驭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2016-015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6年1月1日—2016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70%～100%

盈利

：1,881.22

万元

盈利

：0

万元

～564.37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确认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①上年同期

母公司确认参股公司投资分红864万元；②上年同期下属子公司处置股权投

资确认投资收益580万元。

2、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部分区域民爆市场需求有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披露的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增加部分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2016年4月

1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仅

限前端收费模式，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2340），投资者可通过上

述代销机构办理开户以及本基金的认购业务，其他业务的开通情况敬请投资

者留意届时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人代表:王东明

联系电话:（010）84588888

传真电话：（010）84865560

联系人员：顾凌

客服电话：95558

公司网站：www.cs.ecitic.com

(2)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层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层

法人代表:杨宝林

联系电话:0532-85022326

传真电话：0532-85022605

联系人员：吴忠超

客服电话：95548

公司网站：www.citicssd.com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

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

股票简称：安迪苏 股票代码：

600299

编号：临

2016-006

号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液

体蛋氨酸工厂二期完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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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5年末完成第二期之后，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安迪苏” ）位于中国南京工厂的罗迪美

○R

� AT88生产装置现在能够实现满负

荷生产液体蛋氨酸，即年产14万吨产能。 该工厂完全实现从硫磺和石化原料

到蛋氨酸产成品的一体化生产流程，从而使安迪苏完全掌握蛋氨酸的全套生

产工艺，为此，其南京工厂具备完善的竞争优势。

2013年投产的南京工厂， 其现在的生产水平意味着该厂能满负荷的顺

利生产，并且可与位于西班牙布尔戈斯（Burgos）的姊妹工厂相比肩。 安迪

苏可以从其中任意一家工厂为全球客户提供统一品质的液体蛋氨酸产品。两

处生产基地执行相同的健康、安全、环保和质量标准。 特别指出，南京工厂在

安全方面的表现被认为已达到当今全球最高水准。

安迪苏谨向全球选择罗迪美

○R

� AT88产品的所有客户表示真诚致谢，他们

的关爱给公司在近几年的市场份额带来显著增长，并展示该产品对用户的全

部价值。

为了能够保持与客户发展同步并满足客户对高品质低成本蛋氨酸的需

求， 通过对现有生产装置扩产和脱瓶颈相结合以及研究潜在新厂址等方式，

安迪苏也正在积极准备未来发展。

为继续追求罗迪美

○R

� AT88的品牌发展，安迪苏确保所有液体蛋氨酸装置

都能满负荷生产。与此同时，公司也会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不断调整其固体

蛋氨酸的生产。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对于任何工业项目而言，产能并不是利润的必然

保证。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

2016-051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衣酷文化新三板挂牌获

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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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参股公司广东

衣酷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衣酷文化” ）近日收到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关于同意广东衣酷文化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

2609号），同意衣酷文化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方式

为协议转让。 衣酷文化申请挂牌时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按规定中国证监

会豁免核准衣酷文化股票公开转让，衣酷文化挂牌后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管，衣酷文化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挂牌手续。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基 金 发 行 提 示

■ 责编：刘勇 阳海燕 电话：

010－63070453 E-mail:zbs@zzb.com.cn

■ 2016年4月1日 星期五

信息提示

ips

B002

T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幸福聚利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519320

C

类

：519321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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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盛同泰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002571

C

类

：002572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4

月

5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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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富通改革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基金代码

519133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

年

4

月

5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

年

4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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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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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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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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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源电气(002028)公布关于2015年

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南京港 (002040)公布关于“12南港

债”投资者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美年健康(002044)公布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宁波华翔(002048)公布关于召开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中工国际(002051)公布重大合同公告。

德美化工(002054)公布2016年度第

一季度业绩预告。

中钢天源(002057)公布关于取消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云南旅游(002059)公布2016年第一

季度业绩预告。

*ST江化(002061)公布关于召开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景兴纸业(002067)公布关于2015年

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的补充公告。

软控股份(002073)公布关于召开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中材科技 (002080) 公布关于举行

2015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孚日股份 (002083)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海鸥卫浴(002084)公布关于控股子

公司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进展公告。

南岭民爆(002096)公布2016年第一

季度业绩预告。

山河智能(002097)公布2016年第一

季度业绩预告。

天润控股(002113)公布关于中国证监

会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告知函

回复的公告。

罗平锌电(002114)公布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第二次补充

修订的公告。

露天煤业(002128)公布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利欧股份(002131)公布关于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恒星科技(002132)公布关于独立董事

辞职的公告。

蓉胜超微(002141)公布关于参与竞拍

横琴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的公告。

印纪传媒(002143)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股份质押的公告。

通润装备(002150)公布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北斗星通(002151)公布关于公司股东

部分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通富微电(002156)公布关于与合肥城

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作的公告。

正邦科技(002157)公布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汉钟精机(002158)公布201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公告。

莱茵生物(002166)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东方网络(002175)公布关于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且比例低于5%的公告。

中航光电 (002179) 公布关于举行

2015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艾派克(002180)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

海亮股份(002203)公布关于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进展公告。

准油股份(002207)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合力泰(002217)公布关于员工持股计

划的进展公告。

恒康医疗(002219)公布关于立案稽查

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三力士(002224)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

权解除质押的公告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

补充公告。

合兴包装(002228)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威华股份(002240)公布2015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华东数控(002248)公布2016年第一

季度业绩预告。

彩虹精化(002256)公布2015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拓维信息(002261)公布关于实施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新华都(002264)公布关于201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公告。

浙富控股(002266)公布关于增资上海

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公告。

东方雨虹(002271)公布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的进展公告。

川润股份 (002272)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联络互动(002280)公布关于对外投资

的进展的公告。

亚太股份(002284)公布关于武汉子公

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宇顺电子(002289)公布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星期六(002291)公布关于对拟发行公

司债券名称进行变更的公告。

奥飞动漫 (002292) 公布关于公司名

称、证券简称变更的公告。

中电鑫龙(002298)公布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美盈森(002303)公布2016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威创股份(002308)公布关于归还募集

资金的公告。

东方园林(002310)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

三泰控股(002312)公布2016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理工监测(002322)公布关于全资子公

司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预中标

的进展公告。

永太科技(002326)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的继续停牌的公告。

仙琚制药 (002332) 公布关于举行

2015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格林美(002340)公布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新纶科技(002341)公布2016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潮宏基(002345)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高乐股份(002348)公布关于更换新版

营业执照的公告。

精华制药(002349)公布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天神娱乐(002354)公布2015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恒电气 (002364)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七星电子(002371)公布关于收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的公告。

丽鹏股份(002374)公布关于控股子公

司烟台丽鹏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鲁丰环保(002379)公布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双箭股份(002381)公布关于完成收购

澳大利亚International� Conveyor� Prod-

ucts� Pty� Limited60%股权的公告。

东山精密(002384)公布关于取得中标

函的公告。

星网锐捷(002396)公布关于2015年

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

说明。

省广股份(002400)公布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恢复审查的公告。

爱仕达(002403)公布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广联达(002410)公布更正公告。

必康股份(002411)公布关于新沂必康

制药集团成立的公告。

贵州百灵(002424)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杭氧股份(002430)公布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获得浙江省国资委批复的

公告。

棕榈园林(002431)公布2016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票

面利率公告。

江苏神通(002438)公布关于投资设立

产业基金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启明星辰(002439)公布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的停牌公告。

中原内配(002448)公布2015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欧菲光(002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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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锋锂业(002460)公布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六三(002467)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

与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

公告。

金正大(002470)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

展公告。

宝莫股份(002476)公布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双塔食品(002481)公布2016年第一

季度业绩预告。

广田股份(002482)公布“15广田债”

2016年付息公告。

通鼎互联(002491)公布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

公告。

科林环保(002499)公布201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骅威股份 (002502)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协鑫集成(002506)公布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天汽模(002510)公布关于签订四方监

管协议的公告。

达华智能(002512)公布关于召开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金字火腿(002515)公布2015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恺英网络(002517)公布关于公司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

新时达(002527)公布关于上海会通自

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的公告。

杭锅股份(002534)公布关于增加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通知。

林州重机(002535)公布关于注销部分

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司尔特(002538)公布2015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鸿路钢构(002541)公布2015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步森股份(002569)公布201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德力股份(002571)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的更正公告。

清新环境(002573)公布2016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明牌珠宝(002574)公布关于召开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圣阳股份(002580)公布关于获得政府

补助的公告。

奥拓电子 (002587)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史丹利(002588)公布关于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八菱科技(002592)公布关于公司股东

股份质押的公告。

盛通股份(002599)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ST舜船(002608)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的更正公告。

爱康科技(002610)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与崇义县人民政府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

长青集团(002616)公布关于举行2015

年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申科股份(002633)公布关于对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雪人股份(002639)公布201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扬子新材(002652)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公告。

共达电声(002655)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雪迪龙(002658)公布2015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京威股份(002662)公布关于参股公司

启动上市工作的提示性公告。

龙泉股份(002671)公布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东江环保(002672)公布关于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

金河生物(002688)公布关于2016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公告。

冀凯股份(002691)公布2015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顾地科技(002694)公布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煌上煌(002695)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

份质押延期购回并补充质押的公告。

奥瑞金(002701)公布关于认购江苏沃

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说明。

浙江世宝(002703)公布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东易日盛(002713)公布关于使用闲置

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牧原股份(002714)公布关于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登云股份(002715)公布立案调查事项

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金贵银业(002716)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麦趣尔(002719)公布关于公司关联方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的专项审核报告。

金轮股份(002722)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万达院线 (002739) 公布关于举行

201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爱迪尔(002740)公布关于2015年权

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富煌钢构(002743)公布关于研发项目

取得重大技术进展的公告。

木林森(002745)公布2015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

仙坛股份(002746)公布关于首发前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世龙实业(002748)公布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永东股份(002753)公布关于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进展公告。

金发拉比(002762)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公告。

国恩股份(002768)公布关于变更保荐

代表人的公告。

真视通(002771)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众兴菌业(002772)公布2015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久远银海 (002777)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鹭燕医药(002788)公布关于子公司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东音股份(002793)公布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南江B(200160)公布关于公司监事辞

职的公告。

杭汽轮Ｂ(200771)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进展情况的公告。

粤华包Ｂ(200986)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中鲁Ｂ(200992)公布2015年年度报

告更正公告。

金亚科技(300028)公布关于股价异动

说明的公告。

朗科科技(300042)公布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赛为智能(300044)公布2016年第一

季度合同项目公告。

世纪鼎利(300050)公布2016年第一

季度业绩预告。

万顺股份(300057)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公告。

华平股份(300074)公布2016年第一

季度业绩预告。

量子高科(300149)公布关于2015年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

充通知的公告。

秀强股份(300160)公布关于全资子公

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迪威视讯(300167)公布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华峰超纤(300180)公布第三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力源信息(300184)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海伦哲(300201)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的公告。

科大智能(300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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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

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富瑞特装(300228)公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

开尔新材(300234)公布非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公告书。

冠昊生物(300238)公布2015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依米康(300249)公布关于收购北京资

采股权的对外投资事项进展公告。

云意电气(300304)公布关于停牌进

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中际装备(300308)公布关于筹划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宜通世纪(300310)公布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邦讯技术(300312)公布关于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晶盛机电(300316)公布2015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华虹计通(300330)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的公告。

苏大维格(300331)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蒙草抗旱(300355)公布关于获得中国

质量奖提名奖的公告。

汇中股份(300371)公布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鹏翎股份 (300375)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力星股份 (300421)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诚益通(300430)公布2015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蓝思科技(300433)公布关于子公司获

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鲍斯股份(300441)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

名家汇(300506)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