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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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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7月份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车型类别

产量 销量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同期

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乘

用

车

多功能乘用

（MPV）

1,580 1,010 9,006 10,184 -11.57 1,551 1,001 8,856 9,563 -7.39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

车（SUV）

711 827 5,676 11,128 -48.99 1,187 1,056 6,080 9,084 -33.0

交叉型乘用车 0 0 0 0 不适用 0 31 0 1,166

-100.

00

商

用

车

客车 410 332 4,246 3,902 8.82 306 779 3,636 4,055 -10.33

中型客车 56 113 730 502 45.42 56 170 659 815 -19.14

轻型客车 354 219 3,516 3,400 3.41 250 609 2,977 3,240 -8.12

客车非完整车辆 2,469 2,789 14,913 15,755 -5.34 2,437 2,792

14,

876

15,734 -5.45

货车 6,494 5,198 45,838 48,042 -4.59 5,726 6,414

43,

784

45,947 -4.71

轻型货车 6,494 5,198 45,838 46,968 -2.41 5,726 6,414

43,

784

45,350 -3.45

微型货车 0 0 0 1,074 不适用 0 0 0 597 不适用

货车非完整车辆 2,233 1,637 20,844 26,508 -21.37 2,107 2,446

19,

993

23,011 -13.12

合计 13,897 11,793

100,

523

115,519 -12.98 13,314 14,519

97,

225

108,

560

-10.44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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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纯电动物流车框

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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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协议仅代表双方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本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协议的签署和执行，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有待持续观察。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未来车驿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座3号楼B-201室

法定代表人：鲍健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8月4日

营业期限：自2015年8月4日至2045年8月3日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旅居车、商务车研发、设计、销售、租赁、服务；仓储

（危险品除外）；普通货运；汽车配件销售、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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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未来车驿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销售、

租赁为一体的科技公司。该公司重视“互联网+” 的发展，结合公司的新能源汽

车的优势，开创了天津同城微物流项目。 该公司于2015年8月成立，2015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4000余万元。

（二）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近日,公司（以下称“乙方” ）与天津未来车驿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称“甲方” ）签订了《关于天津未来车驿科技有限公司采购3.5T纯电动物流车

框架协议》（以下称“本协议” ）。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协议无需

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协议约定，甲方或其指定的经销商从乙方采购3.5T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主要内容如下：

（一）车型约定

甲方确定采购乙方生产的3.5T纯电动物流车，型号

EQ5032XXYACBEV1。

乙方负责向国家申报新能源汽车公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程推荐

车型目录》、《免征车辆购置税目录》，整车的匹配需满足国家法规要求。

（二）交易数量

截止2016年12月30日前，甲方或甲方指定经销商采购总量目标3000台，

但不低于2000台，并承诺在2016年12月30日前完成所有采购车辆的上牌；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7月29日，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经销商采购目标不低于

3000台。

（三）付款方式

甲方在下达书面订单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单台车开票价格的30%

作为预付款，余款在提车前付清。 乙方向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经销商开具增值

税发票。

（四）交付时间和方式

在甲方下达批量采购计划，并在甲方指定经销商交付定金后45天完成整

车的生产。 在乙方交付车辆前45天，甲方按要求向乙方支付预付款作为订金，

如因为甲方订金不到位的原因而导致交车延迟，乙方不承担责任。 车辆由甲

方自提。

（五）双方其他约定

国家补贴按照2016年国家标准由乙方向国家申请，属乙方所有，甲方提供

国家补贴申报所需的资料（行驶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复印件或者扫描

件，必要时还需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和完税证明），如因甲方原因在2016年12

月30日前不能向乙方提供相关申请国补的资料，造成乙方不能申请国补，损失

由甲方承担。

地方补贴由甲方申请，属甲方所有；如地方补贴直接补贴至乙方，则乙方

应在收到每批次地方政府补贴后的20个工作日内返还至甲方。 如地补补贴到

乙方其他单位，由乙方协调将地方补贴返还至甲方。

（六）本协议的生效条件、履约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2017年7月29日止。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将对公司新能源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协议为双方自愿签署的框架协议， 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有待持续观

察。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框架协议，仅代表双方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具体实施情况尚

待双方根据市场情况另行协商确定。

2、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及相关政策的变化，本协议未来履行情况存在不

确定性；

3、本协议的签署和执行，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鉴于存在上述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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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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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6年8月4日

以E-mail、传真件的形式发出通知，于2016年8月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11人，实

际参加董事11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浙江菲达博瑞德水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期披露的公告临2016-047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董事人数的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杭州菲达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热卷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期披露的公告临2016-048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套期保

值业务的公告》及《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内部管理制度》。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董事人数的100%。

三、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浙江浙大联合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议案》。

会议同意杭州菲达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浙大联合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

20％股权以不低于资产评估值1,580,604.61元的价格进行转让， 最终转让价格经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

竞价后确定。 转让后，杭州菲达环保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浙江浙大联合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的股权。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董事人数的100%。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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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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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浙江菲达博瑞德水技术有限公司（暂定，以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为准）60％股权

●投资金额：人民币1,8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存在一定的技术、投资、管理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鉴于国内水处理领域是环保产业中起步最早、发展最为成熟的领域之一，而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在水处理领域起步较晚，为加快本公司转型升级步伐，完成

向综合环境服务商全面转型的发展战略，本公司决定与博瑞德（南京）净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瑞德” ）合资成立浙江菲达博瑞德水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

合资公司注册资金为3,000万人民币，由本公司、博瑞德分别以货币形式出资1,800万元、1,200万

元，出资比例分别为60％、40％。

（二）本次对外投资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权

限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所涉及金额未超出董事会的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介绍

企业名称： 博瑞德（南京）净化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化学工业园区方水路168号-155

注册资金： 200万新加坡元

法定代表人： 严月根

成立日期：2006年9月15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913201007904342405

经营范围： 环保污染治理、监测及资源再生技术的咨询、研发、工艺设计；环保工程承建及相关设备

加工与供应；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及经营管理；相关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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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严月根。

经审计，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博瑞德资产总额2.8亿元，净资产0.9亿元，负债总额1.9亿元；2015

年度，博瑞德营业收入1.24亿元，净利润2,037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菲达博瑞德水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出资方式：由本公司、博瑞德分别以货币形式出资1,800万元、1,20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60％、

40％。

经营范围：工业水处理项目设计、技术服务及工程总承包；工业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与运行维护

（暂定，以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为准）。

董事会、管理层人员安排：董事会成员5名，由本公司提名3名、博瑞德提名2名；总经理1名及财务经

理1名，由本公司提名。

四、对外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博瑞德是一家以化工污水治理为核心业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工程总包EPC、投资运营BOO等

多种模式，服务于炼油、石化、化工、制药等化工行业企业及化工园区。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利于本公司快速、专业地切入工业污水治理领

域；有利于本公司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向综合环境服务商全面转型。

合资公司尚处于组建阶段，短期内不会对本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存在一定的技术、投资、管理风险，将通过加强技术、管理、文化沟通交流与创新，充分

论证项目投资风险，控制成本等措施，积极扎实稳妥推进，防范控制风险，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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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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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6年8月9日召开第六届第

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杭州菲达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热卷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

案》。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套期保值业务基本情况

（一）套期保值的目的和必要性

鉴于标准品热轧卷板约占公司产品成本的15%，采购量约1100吨/月，均为现货采购，采购价格受市

场价波动影响较大，为合理规避热轧卷板价格波动风险，稳定原材料价格，锁定经营利润，确保公司生产

经营的正常、稳定运行，公司决定开展热轧卷板套期保值业务。

（二）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情况

由杭州菲达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开展热轧卷板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交易品种仅限于在上

海期货交易所挂牌的热轧卷板期货，热轧卷板期货头寸不超过110手（1100吨），总投资不超过500万

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杭州菲达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节能环

保、固体废弃物处理、生态环境修复工程、水处理、土壤污染治理、计算机软硬件、通讯设备、机电产品、自

动化控制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研发、销售：建筑材料（除砂石）；销售、安装：

环保设备、除尘器、输灰设备、脱硫设备、脱硝设备及配件；节能环保工程及水处理工程的设计、施工、承

包；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二、套期保值风险分析

（一）市场风险

一是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二是价格预测发生方向性错误；三是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走势背离等带

来风险。

（二）政策风险

有关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等监管规定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从而带来的

风险。

（三）流动性风险

期货交易中，受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限制，可能会使公司不能以有利的价格进出期货市场。

（四）操作风险

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可能存在操作不当或操作失败带来的风险。

（五）技术风险

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指

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三、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内部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并在董事会审议通

过的审批权限内办理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二）遵循锁定原材料价格风险、套期保值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期货交易操作。

（三）合理设置公司期货业务组织机构，建立岗位责任制，明确各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

（四）建立公司的期货业务的授权制度、审批制度及业务流程；严格按规定程序进行保证金及清算

资金的收支；建立持仓预警报告和交易止损机制，防止交易过程中由于资金收支核算和套期保值盈亏计

算错误而导致财务报告信息的不真实；防止因重大差错、舞弊、欺诈而导致损失；确保交易指令的准确、

及时、有序记录和传递。

（五）合理计划和安排使用保证金，保证套期保值过程正常进行。 与此同时，合理选择保值月份，避

免市场流动性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062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公告编号：临

2016-051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润赛科瑞格列奈二

甲双胍片

(Ⅰ)

、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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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华润

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赛科” )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瑞格列奈二甲双胍片(Ⅰ)� 、(Ⅱ)《药

物临床试验批件》。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批件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瑞格列奈二甲双胍片(Ⅰ) 瑞格列奈二甲双胍片(Ⅱ)

批件类别 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受理号 CYHS1500757京 CYHS1500758京

批件号 2016L06236 2016L06297

剂型 片剂

申请事项 国产药品注册

规格 瑞格列奈1mg/盐酸二甲双胍500mg 瑞格列奈2mg/盐酸二甲双胍500mg

注册分类 原化学药品第6类

申请人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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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研究其他情况

适应症：用于已经使用一种美格替奈类药物和盐酸二甲双胍治疗的成年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 用于单独使用一种美格替奈类药物或盐酸二甲双

胍不足以控制血糖的成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

其他情况：瑞格列奈是一种新型非磺脲类胰岛素促泌药，通过关闭胰腺β

细胞中ATP依赖性钾通道，从而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特异性地恢复胰岛素早

期分泌时相，降低餐后血糖高峰。二甲双胍可以抑制食欲及肠壁对葡萄糖的吸

收，加强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和无氧酵解，抑制组织呼吸而导致的乳酸生

成，抑制肝和肾的糖异生作用。

临床研究证明， 瑞格列奈与二甲双胍的联合用药与这两个药单独使用相

比表现出更有意义的糖化血红蛋白的降低效果， 联合用药控制糖化血红蛋白

的效果大于单独使用二甲双胍和瑞格列奈的糖化血红蛋白的加和。 这说明二

者合用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比单独用药更能有效地控制血糖。

申报日期：2015年4月30日。

截至本公告日，该药品注册申请投入研发费用累计约为人民币171万元。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瑞格列奈二甲双胍片(Ⅰ)、(Ⅱ)原研厂家为NOVO� NORDISK� INC，商品

名为PRANDIMET，于2008年6月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销售。根据中国医药

工业信息中心药物综合数据库(Pharmaceutical?Database,简称“PDB” )显

示，2014年度PRANDIMET的销售收入为3.08亿美元； 公司未知国外市场其

他厂家同类药品的数据。

国内方面，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孚来迪” 于2014年首仿上市，

该产品2015年刚刚进入PDB药物综合数据库，尚未得知其市场销售数据。

四、研发进展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批件后，尚

需开展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验并经国家食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审批通过后

方可生产上市。

五、风险提示

该药物的已上市同类品种呈现出安全性高、不良反应较少的特点。但根据

相关研发经验，在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验研究中可能会因为有效性等问题

而终止研发。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新药的前期研发以

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投产后的药品未来的

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062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公告编号：临

2016-052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润赛科苯磺酸氨氯

地平片获得药品补充申请

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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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华

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赛科” ）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片《药品补充

申请批件》。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批件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英文名/拉丁名：Amlodipine�Besilate�Tablets

商品名称：压氏达

批件类别 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受理号 CYHB1508509京

批件号 2016B01414

剂型 片剂

申请内容 增加适应症补充申请

规格 5mg（按C20H25CIN2O5计）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申请人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同意修订说明书，说明书照所附执行。 其他按原批准内容执行。

二、药物研究其他情况

国家食药监局于2001年10月向华润赛科药业核准签发苯磺酸氨氯地平

片的新药证书及生产批件，批准的适应症为：高血压及心绞痛。 华润赛科根据

原研厂家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同品种药品说明书的适应症，于2015年10月29日

向国家食药监局申请增加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的适应症并获得受理。 根据本次

获得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国家食药监局同意本品增加适应症“经血管造影

证实的冠心病?经血管造影证实为冠心病，但射血分数≥40%且无心力衰竭的

患者，本品可减少因心绞痛住院的风险以及降低冠状动脉重建术的风险” ，并

将本品说明书其他内容依照原研说明书进行修订。

相关药物研究其他情况，详见公司于2016年5月19日发布的《关于全资子

公司华润赛科药品苯磺酸氨氯地平片补充申请获得FDA批准的公告》(临

2016-037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该药品本次补充申请注册费用为人民币1万元。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该药品同类药品市场状况：详见上述临2016-037公告。

四、风险提示

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投产后的药品未来的具

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

2016-070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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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制药” 或“公司” ）于2016年8月9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张庆华先生的通知，张庆华先生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

办理完成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 购回了其质押给广发证券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4,580,

0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7%），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已于2016年8月8日办理完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张庆华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57,219,5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29%，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为14,58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7%；张庆华先生剩余质押的公

司股份总数为39,78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3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18%。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9日

证券代码：

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38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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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一项实用新型专利， 并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相

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1

ZL�2016�2

0027244.3

一种布袋收砷器 2016年01月13日 10年 第5347658号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8月10日

股票代码：

000988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16-38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专项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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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工科技” 或“公司” ）与华中科技大学及其他科研院

所联合申报的国家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超导回旋加速器的质子放疗装备研发” 项目获批。

本项目获批专项支持1.96亿元，其中首批国家财政资金5456.75万元于2016年8月5日拨付到公司账户，

按照专项联合申报单位承担项目阶段及资金分配比例，华工科技获得362万元项目资金。

发挥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优势，本项目作为公司战略技术储备，对公司近期经营业绩不产生影响，

根据《新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专项资金计入递延收益。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

2016043

债券代码：

112208

、

112270

债券简称：

14

华邦

01

、

15

华邦债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

完成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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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10日发行了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

融资券（债券简称：15华邦颖泰CP001，债券代码：041557003），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0,000,000

元，票面利率为3.80%，发行期限为365天，兑付日为2016年8月9日。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5067）。

2016年8月9日，公司完成了该期短期融资券的兑付，本息合计人民币1,037,896,174.86元。

本期短融券兑付情况的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

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6-037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王凤林先生减持

公司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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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王凤林先生

（非董监高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44,805,010股（转增后），占公司总股本的7.039%。 王凤林先生于

2016年6月23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4,000,000股，占公司股比0.628%，成交价格每股12.17元。 减持

后王凤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0,805,010股，占公司股比6.41%。

公司近期自查发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关于公开发

行上市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自行补充承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承诺： 在锁定期满两年内，

每年减持的公司股份数均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 锁定期满两年内减持的，必须提前三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在解禁期前后，公司已将监管部门的减持相关

规定文件下发给董监高及5%以上股东，并组织了专门培训。 因王凤林先生个人原因，未能及时报告给

公司进行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事件向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及时将该事件通报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及5%以上持股股东。 对董监高及其他股东进行了自查，董监高及其他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公司将进一步组织董监高及其他股东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8月10日

股票代码：

60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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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到期

兑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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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5年8月6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了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15江山股份CP001” ，代码041558066），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0亿元，期限为366天，按面值发行，票

面利率为4.04%。

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于2016�年8月7日到期，公司已在到期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

工作日） 兑付了该短期融资券本息。 该短期融资券兑付提示公告详见上海清算所网站（www.

shclearing.com）和中国货币网网站（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137

证券简称：麦达数字 公告编号：

2016-090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由于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办公地址予以变更，具

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

办公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实益达科技园。

邮政编码：518116。

变更后：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新浩e都A座2801。

邮政编码：518035

除上述变动内容外，公司注册地址、投资者联系方式、传真、电子邮箱等保持不变。 以上变更后的

办公地址将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公司在转型互联网产业并力争未来三至五年内构建以“数据+技术”驱动的一流企业级SaaS平台

和生态圈之际，本次办公地址的变迁将对公司吸引优秀人才、加强行业交流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从

而助力公司战略转型的顺利实施。

特此公告。

深圳市麦达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286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

2016-064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财政补贴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以下财政补贴，详细情况如下：

山东省发改委下发的《关于分解下达节能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重大项目2015年投资计划（第一

批）的通知》（鲁发改投资[2015]727号）。公司申报的“果葡糖生产线能量系统优化项目”获得补助资

金480万元。 截止目前到账355万元。

德州市财政局下发的《关于下达2015年工业绿动力奖励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德财建指[2015]

22号），公司申报的“新能源集热系统应用财政奖励资金项目” 获得补助资金30万元。 截止目前到账

30万元。

上述二项财政补贴共合计510万元，截止目前到账385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上述二项补助资金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

益。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财政补贴资金将对公司2016年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8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