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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

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1087�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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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

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 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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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

2016-048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南方担保投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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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14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浙江南方担保投资有

限公司之投资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8320万元认购浙江南方担保

投资有限公司新增的6667万元的注册资本，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4160万元受

让许军20%的股权。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刊登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南方担保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6-036）。

近日，控股子公司浙江南方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拥有60%的股权）

完成了上述内容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浙江南

方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变更为16,667万元， 基本情

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5397861XL

名称：浙江南方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夹城巷46号第一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许军

注册资本：壹亿陆仟陆佰陆拾柒万元整

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凭《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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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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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莱特 公告编码：

2016－043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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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5

月24日收到公司董事会董事源晓燕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源晓燕女士因个人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源晓燕女士辞去董事职务后，将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源晓燕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

法定最低人数，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合适的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

批准。

源晓燕董事的辞职报告在下任董事填补因其辞职产生的缺额后生效。在

辞职报告生效前，拟辞职董事仍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源晓燕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5日

股票简称：中航动控 股票代码：

000738

公告编号：临

2016-020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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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5月23

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刚强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杨刚强先生因个人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有关规定，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生效，杨刚强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截至公告日杨

刚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杨刚强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

进行。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公司董事会指定公司总会计师樊文辉先

生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同时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

董事会秘书。

公司对杨刚强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樊文辉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梁溪路792号

邮编：214063

电话：0510-85700611

传真：0510-85500738

邮箱：zhdk_capital@aaec.com.cn

特此公告。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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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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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李德毅院士为公司首席科学家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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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李德毅院士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显著成果， 江苏保千里视

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推进自身在人工智能领域的

研究和发展，于2016年5月23日聘请李德毅院士为公司首席科学家，为公司提

供人工智能方向上的专家咨询、系统规划、研发指导、产品设计等专业技术服

务。

李德毅院士是中国指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专家，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李德毅院士参加了多项电子信息

系统重大工程的研制和开发；最早提出“控制流—数据流” 图对理论和一整套

逻辑语言实现的方法；证明了关系数据库模式和谓词逻辑的对等性；提出云模

型、云变换、云推理、云控制等方法用于不确定性认知和云计算，在智能控制

“三级倒立摆动平衡” 实验和智能驾驶中取得显著成效；获国家和省部级二等

奖以上奖励9项，获得10项发明专利，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发表了多篇论

文，并出版多版相关著作。

李德毅院士作为中国指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专家，出任公司首席科学家，

主要职责是：参与公司关于人工智能方向上的决策决议，提供专家型意见和建

议；统筹与指导公司科研团队，进行人工智能方向上的重大项目论证、攻关、调

试、评审等；领衔出席公司组织或参与的重大外事活动及大规模学术活动；协

助公司推动在人工智能方向上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等。

公司基于在精密光机电视像领域多年的核心技术沉淀和积累， 成立了核

心研发团队，在以精密光机电成像+仿生智能算法为核心技术的基础上，不断

地在人工智能方向上深入研究，推动人工智能在智能硬件、机器人、智能汽车

上的产业化应用。

李德毅院士出任公司首席科学家， 预计将提升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

发能力，推动公司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提升公司的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开

拓市场，推动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发展，创造更大的公司价值。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4日

李德毅院士简介

李德毅院士出生于1944年11月。 1967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 1983年获英

国爱丁堡海里奥特?瓦特大学博士学位。 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4

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现任总参第61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指挥和控制

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主要奖项

获国家和省部级二等奖以上奖励9项，获得10项发明专利，发表论文140

多篇，出版中文著作5本、英文专著3本。 李德毅院士长期致力于指挥自动化系

统工程和军队信息化工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

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主编技术丛书7种，培养博士、硕士研

究生40余名。 1990年被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1991年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5年获得军

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国家何梁何利基金奖。

主要研究成果

李德毅参加了多项电子信息系统重大工程的研制和开发；最早提出“控

制流—数据流” 图对理论，描述时间与空间的关联性，给出了基本图元、图对、

连接法则、触发机制、设计语言等一整套逻辑语言实现的方法，用于复杂系统

的结构优化；证明了关系数据库模式和谓词逻辑的对等性；提出云模型、云变

换、云推理、云控制等方法用于不确定性认知和云计算，在智能控制“三级倒

立摆动平衡” 实验和智能驾驶中取得显著成效。

证券代码：

600643

证券简称：爱建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6－033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爱建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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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理财金额： 4000万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委托理财期限： 2016年5月20日至2016年12月16日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爱建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爱建财富）为提高

闲置资金效益，在平衡好资金的前提下，于2016年5月20日与上海爱建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下称：爱建信托）签署集合资金信托合同，购买爱建信托发行的

“爱建-常德西城”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六期）4000万元，持有期限不超过

一年，可视情况提前兑付。

本次购买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该事项已经公司有权批准机构批准。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46号3-8层

法定代表人：周伟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30亿元

主要股东：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为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

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其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

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

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

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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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爱建信托最近三年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和经营收入仍实现了稳健增长。

其中，近三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分别实现净利润36508.56

万元、45666.66万元、52088.19万元，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3、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爱建信托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4、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2015年年末，爱建信托总资产为487,882.99万元，净资产为383,445.50

万元，营业总收入为96,528.51万元，营业利润为70,434.71万元，净利润为52,

088.19万元。 [上述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说明

爱建财富主要通过自有资金受让 “爱建-常德西城”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六期），持有期限不超过一年，可视情况提前兑付。受托人于每半年届满之

日计提当期信托单位的信托利益， 并于10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单位

的信托收益，预计年化收益率约9.8%。

（二）产品说明

爱建-常德西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六期））发起人系爱建信托，设立

时间为2014年12月16日，设立时总规模5亿份，目前总量为5亿份。

“爱建-常德西城”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信托目的：利用受托人的专业管

理优势，借助信托的制度优势，将各期信托资金用于向常德市西城新区投资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 信托贷款将用于补充常德市西城新区投资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的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同时，力求让投

资者分享投资收益。

产品存续期间24个月，预计于2016年12月16日到期。

借款人以常德市西城新区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综合现金流作为偿还信

托计划项下贷款本息的来源，受托人以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形成的收入

作为信托利益的来源，为投资者获取投资收益。 此外，还提供以下担保措施：

（1） 由常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AA） 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2）常德西城以其对常德市财政局享有的应收账款为其在《信托贷款合同》

项下清偿义务的履行提供质押担保，在人民银行系统进行登记，质押率在60%

左右；（3）由常德市财政局出具承诺，纳入财政预算；（4）实行应收账款专户

监管。

“爱建-常德西城”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六期）在投资管理运用中可能

存在以下风险，如：法律法规与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信

托计划提前终止或延期风险等信托计划常规风险。

爱建信托作为受托人承诺本着恪尽职守，遵守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

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但不承诺信托财产本金不受损失、不承诺最低收

益。

（三）敏感性分析

此次购买行为对爱建财富的主要影响是现金流出人民币4000万元， 未来

将产生信托计划收益，增加爱建财富的收益。

（四）风险控制分析

本次认购产品为爱建系统内理财产品，风险可控，且爱建财富账上备有充

足流动性资金，不会影响公司近期流动性安排。爱建财富将随时跟踪该信托计

划的运行情况，一旦发现有可能产生风险的情况，将要求受托人爱建信托作出

相关说明并提供风险防范预案，同时采取必要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进行委托理财（不含本次）的

发生金额为67,450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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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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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使用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 ）公司债资金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期限不超

过3年，用于置换银行贷款。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已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使用国家电投集团公司债资金，利率低于目前

公司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有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使用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债资金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近期，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拟通过发行公司债的方式进行融资，并

拟将所融资金委托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提供给所属子公司。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使用国家电投集团公司债资金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

期限不超过3年，用于置换银行贷款，利率低于目前公司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有

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与

国家电投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为保证董事会所形成决议的合法性，公

司7名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由其他7名非关联方董事进行表决，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成立于2015年6月，由原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国家核电

技术公司重组组建。

注册资本：450亿元

法人代表：王炳华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电源、电力、热力、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的开发、建

设、经营、生产及管理（不在北京地区开展）；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

行及检修；销售电能及配套设备、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

运活动）；铁路运输；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服务及

代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2、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

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设立于2004年， 由国家电投集团及其主要成员单位

出资设立， 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50亿元， 国家电投集团持有其79.8%的股

权。

目前，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主要从

事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及清算方案设计、 为成员单位提供债券承

销、财务顾问及咨询服务等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金融业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拟通过发行公司债的方式进行融资， 并拟将

所融资金委托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提供给所属子公司。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使用国家电投集团公司债资金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

期限不超过3年，用于置换银行贷款，利率低于目前公司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有

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使用国家电投集团公司债资金，利率低于目前公司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有

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 公司董事会审

议此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使用国家电投集团公司债资金，有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对公司发展与

股东利益是有利的。

六、备查文件

1、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关联交易事项

的意见函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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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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88

建新矿业 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

735,386,206 735,386,206 64.66% 2016-5-25

002676

顺威股份 新余顺耀投资有限公司

3,440,405 3,440,405 2016-5-25

002481

双塔食品 石河子金都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140,130,000 140,130,000 2016-5-25

600111

北方稀土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1,413,861,219 1,413,861,219 2016-5-25

603077

和邦生物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

252,129,765 125,015,034 2016-5-25

603599

广信股份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4

家

21,180,000 21,180,000 2016-5-25

600255

鑫科材料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8

家

205,843,555 205,843,555 2016-5-26

000592

平潭发展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137

名

474,026 474,026 2016-5-26

002130

沃尔核材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131

人

1,010,101 1,010,101 0.18% 2016-5-26

600109

国金证券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8

家

187,500,000 187,500,000 2016-5-27

600736

苏州高新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等

81,069,255 81,069,255 2016-5-27

603023

威帝股份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8

人

12,339,000 12,339,000 2016-5-27

603108

润达医疗 宁波嘉信上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等

52,455,393 52,455,393 2016-5-27

002758

华通医药 钱木水等

46

名

27,300,000 27,300,000 35.17% 2016-5-27

603198

迎驾贡酒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4

家

86,400,000 86,400,000 2016-5-30

603918

金桥信息 朱树旺等

39,672,000 39,672,000 2016-5-30

601000

唐山港 长石投资有限公司等

7

家

361,252,174 361,252,174 2016-5-30

603669

灵康药业 西藏山南盈实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王文南

21,450,000 21,450,000 2016-5-30

603026

石大胜华 上海复星谱润股权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等

83

名

89,747,554 89,747,554 2016-5-30

603885

吉祥航空 上海磬石宝骐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等

3

家

79,000,000 79,000,000 2016-5-30

603568

伟明环保 朱达海等

27

人

41,292,000 41,292,000 2016-5-30

603011

合锻智能 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6,000,000 16,000,000 2016-5-30

■ 责编：刘勇 阳海燕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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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000566)公布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北部湾港(000582)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太阳能(000591)公布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平潭发展(000592)公布第十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宝塔实业(000595)公布关于换领营业执照的公告。

*ST恒立(000622)公布关于投资者问询2015年度报告事项及回复情况

的公告。

英力特(000635)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茂化实华(000637)公布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万方发展(000638)公布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到期失效

的公告。

金鸿能源(000669)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浙江震元(000705)公布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锦龙股份(000712)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中兴商业(000715)公布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美锦能源(000723)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华东科技(000727)公布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泰禾集团(000732)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的公告。

振华科技(000733)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中航动控(000738)公布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西藏发展(000752)公布关于大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山西三维(000755)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浩物股份(000757)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中百集团(000759)公布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通化金马(000766)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漳泽电力(000767)公布关于举行2016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

公告。

广发证券(000776)公布关于2016年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发

行结果的公告。

华闻传媒(000793)公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

通知书》的公告。

云铝股份(000807)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创维数字(000810)公布关于确认2015年关联交易的公告。

银星能源(000862)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的

公告。

三湘股份(000863)公布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吉电股份(000875)公布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

同力水泥(000885)公布关于实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中鼎股份(000887)公布关于收购事项的预披露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茂业通信(000889)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资产收购）实施情况的公

告。

新洋丰(000902)公布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海信科龙(000921)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中粮生化(000930)公布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华菱钢铁(000932)公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冀中能源(000937)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

公告。

中南建设(000961)公布关于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ST东钽(000962)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银泰资源(000975)公布董事会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广州友谊(000987)公布关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准设立27家分公

司的公告。

大族激光(002008)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山东威达(002026)公布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美年健康(002044)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同方国芯(002049)公布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暨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德美化工(002054)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解除股份质押的公告。

中钢天源(002057)公布关于房屋征收搬迁补偿款会计处理说明的公告。

长城影视(002071)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软控股份(002073)公布关于2011年公司债券兑付本息及摘牌的公告。

雪莱特(002076)公布关于拟发起设立雪莱特大宇产业并购基金的公告。

新野纺织(002087)公布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金智科技(002090)公布关于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完成发行的公

告。

青岛金王(002094)公布2015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生意宝(002095)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进

展公告。

浔兴股份(002098)公布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恒宝股份(002104)公布关于举行2015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三钢闽光(002110)公布关于“11三钢01” 和“11三钢02” 公司债券跟踪

评级结果的公告。

科陆电子(002121)公布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公告。

中环股份(002129)公布关于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

恒星科技(002132)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提前

购回的公告。

顺络电子(002138)公布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归还的公告。

蓉胜超微(002141)公布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中核钛白(002145)公布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通富微电(002156)公布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远望谷(002161)公布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东方锆业(002167)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楚江新材(002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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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族网络(0021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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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海金属(002182)公布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广百股份(002187)公布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二三四五(002195)公布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九鼎新材(002201)公布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宏达新材(002211)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恒康医疗(002219)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合兴包装(002228)公布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鸿博股份(002229)公布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启明信息(002232)公布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塔牌集团(002233)公布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5年年报问询函

的回复公告。

通产丽星(002243)公布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完成“三证合一” 登记的公

告。

恩华药业(002262)公布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

本的公告。

浙富控股(002266)公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川润股份(002272)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禾盛新材(002290)公布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星期六(002291)公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的公告。

精艺股份(002295)公布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中利科技(002309)公布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南山控股(002314)公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键桥通讯(002316)公布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得利斯立(002330)公布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泰尔重工(002347)公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停

牌的进展公告。

漫步者(002351)公布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富临运业(002357)公布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千方科技(002373)公布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

公告。

合众思壮(002383)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黑牛食品(002387)公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新亚制程(002388)公布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公告。

双象股份(002395)公布关于拟设立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爱仕达(002403)公布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科伦药业(002422)公布关于公司持股5%以下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ST中特(002423)公布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贵州百灵(002424)公布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的公告。

胜利精密(002426)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九安医疗(002432)公布关于2015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誉衡药业(002437)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江苏神通(002438)公布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南重工(002445)公布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壹桥海参(002447)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艾迪西(002468)公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的公告。

双环传动(0024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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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塔食品(002481)公布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润邦股份(002483)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浙江永强(002489)公布关于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

公告。

恒基达鑫(002492)公布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辉丰股份(002496)公布关于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汉缆股份(002498)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搜于特(002503)公布关于签署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大康牧业(002505)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天广消防(002509)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三）。

达华智能(002512)公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的公告。

银河电子(002519)公布关于实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后调整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日发精机(002520)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浙江众成(002522)公布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二）。

英飞拓(002528)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

公告。

金杯电工(002533)公布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林州重机(002535)公布关于实施2015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非公开发行

股票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中化岩土(002542)公布关于资产重组预案的修订说明公告。

东方铁塔(002545)公布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中京电子(002579)公布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西陇科学(002584)公布关于化学试剂采购中标的公告。

奥拓电子(002587)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龙力生物(002604)公布关于最新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姚记扑克(002605)公布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长青集团(002616)公布关于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的公告。

巨龙管业(002619)公布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成都路桥(002628)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赞宇科技(002637)公布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中科金财(002657)公布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年报问询函的回

复公告。

普邦园林(002663)公布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信质电机(002664)公布关于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宏大爆破(002683)公布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

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

猛狮科技(002684)公布关于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

公告。

博实股份(002698)公布关于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的公告。

众信旅游(002707)公布关于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增持股份的公告。

天赐材料(002709)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九江天赐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登云股份(002715)公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金莱特(002723)公布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永东股份(002753)公布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

告。

索菱股份(002766)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先锋电子(002767)公布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真视通(002771)公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的公告。

三夫户外(002780)公布关于签署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可立克(002782)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永和智控(002795)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世嘉科技(002796)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帝王洁具(002798)公布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天顺股份(002800)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结果公告。

深基地Ｂ(200053)公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南江B(200160)公布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舜喆B(200168)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闽灿坤Ｂ(200512)公布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上海灿坤股权完成营业执

照变更手续的公告。

上海佳豪(300008)公布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暨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金亚科技(300028)公布关于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中科电气(300035)公布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安诺其(300067)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大富科技(300134)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宝利国际(300135)公布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先锋新材(300163)公布关于拟申请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元力股份(300174)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工业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华峰超纤(300180)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通裕重工(300185)公布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翰宇药业(300199)公布关于获得美国发明专利的公告。

恒顺众昇(300208)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鸿利光电(300219)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正海磁材(300224)公布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

展公告。

拓尔思(300229)公布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永利股份(300230)公布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洲明科技(300232)公布关于实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初灵信息(300250)公布关于与九次方财富资讯（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开

展全面战略合作的公告。

兴源环境(300266)公布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南通锻压(300280)公布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华录百纳(300291)公布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博晖创新(300318)公布2015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麦捷科技(300319)公布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

炬华科技(300360)公布关于子公司原股东购买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

东方通(300379)公布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三联虹普(300384)公布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腾信股份(300392)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普丽盛(300442)公布关于获得专利权转让手续合格通知书的公告。

日机密封(300470)公布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德尔股份(300473)公布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沃施股份(300483)公布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金冠电气(300510)公布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久之洋(300516)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