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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２４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托管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９月５日
股票等收益资产占基金资产

投资范围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广发双债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Ａ类基金代码为：２７００４４
Ｃ类基金代码为：２７００４５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４日

的的比例不高于 ４０％ ； 债券、

对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比

货币市场工具等保本资产占

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投

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６０％ ，
其中基金保留不低于基金资

合计不低于固定收益类资产

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者到期日

的８０％ 。现金和到期日不超过

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一年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
资产净值的５％ 。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浙商聚盈信用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Ａ，基金
基金代码

代码：４７００１０；汇添富多元收
益债券Ｃ，基金代码：４７００１１

基金类型
管理人
托管人

债券型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４日
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

投资范围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基金名称

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中银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７７０００１

基金代码

７００００４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８２３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３６（Ａ类）；０４００３７（Ｂ类）

基金类型

股票型

基金类型

保本混合型

基金类型

保本混合型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托管人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４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９月７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４日

内容提要

浦银幸福Ｂ：５１９１１９

基金名称

嘉实理财宝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

基金代码

Ａ代码：０７００３５
Ｂ代码：０７００３６

基金类型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日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４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９月５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４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商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类型

股票型指数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６３０１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

票、 权证等权益类资产的投

８０％，但在每次开放期前三个

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月、 开放期及开放期结束后

基金类型

股票型

三个月的期间内， 基金投资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８日

投资范围

投资范围

产净值的 ３％ 。 持有现金或者

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

５％； 投资风险资产占基金资
产的比例不高于 ４０％ ；基金持

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

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

不受上述比例限制； 开放期

府债券投资比例合计不低于

有全部权证的市值不高于基

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权

内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

基金资产净值的５％ 。

金资产净值的３％ 。

５％。

基金名称

银河主题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恒久信用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６７９

基金代码

（场内认购代码：５２１６７９）
股票型

管理人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日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４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４日

１６１１１８

基金类型
管理人
托管人

股票型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４日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

投资的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

资产的比例不低于８０％， 其中

的 ６０％－９５％ ，债券、现金等金

为９０％－９５％ 。 其中，投资于中
小板价格指数成份股及备选

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

信用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固

融工具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许投资的其他权益类品种）的

定收益类资产的８０％； 投资于

５％－４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

投资范围

基金代码
基金类型
管理人
托管人
发行起始日期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

证的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

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

产净值的 ３％ 。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５％ 。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诺德深证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代码

１６５７０７

基金名称

基金名称

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上
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类型

股票型

Ａ类４５００１８
Ｃ类４５００１９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

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２７

基金代码

１０００６１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

债券型

基金类型

债券型

基金类型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日

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９月５日

２０１２年９月７日

管理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托管人

司、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
公司（境外托管人）

发行起始日期

投资于债券资产比例不低于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中证500沪市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400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９０７

基金类型

股票型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
内容提要

二级市场交易代码５１０４４０,一级市场申赎代码

５１０４４１,网上现金发行认购代码５１０４４３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Ａ类份额基金代码：２３３０１２
Ｃ类份额基金代码：２３３０１３

基金类型

债券型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４日

股票型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要素

基金代码

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

债券型

高于４０％ ，其中基金持有的全

发行要素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６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

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内容提要

发行起始日期

基金类型

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股

发行要素

契约型开放式

发行起始日期

险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
投资范围

２４００２２

基金类型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保留的现金或到期日在
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基金代码

托管人

对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比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

华宝兴业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托管人

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

投资范围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的比例不低于６０％ 。持有的风

及其它短期金融工具投资比

发行要素

管理人

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６０％ ；

内容提要

投资范围

发行要素

浦银幸福Ａ：５１９１１８

６０％ —９５％ ，权证投资比例不
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于基金资产的２０％， 其中权证

基金名称

其它在发基金

持有的稳健资产占基金资产

发行要素

基金类型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内容提要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在保本期内投资稳健资产占

例为基金资产的 ０－４０％ ；现金

债券型

管理人

发行要素

基金代码

E-mail:zbs@zzb.com.cn

示

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并计入股票投资比例； 债券
投资范围

基金代码

非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管理人

投资范围

托管人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

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占基金

产的 ２０％ ，其中基金持有的全

管理人

发行起始日期

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权
益类资产（包括股票、权证，以

投资比例合计不超过基金资

提

内容提要

６８６８６８；浙商聚盈信用债债
券Ｃ：６８６８６９

基金类型

行

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聚盈信用债债券Ａ：
基金代码

发

发行要素

资于信用债和可转债的比例
投资范围

金

电话：010－63070453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大成中证500沪市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９００２０

基金类型

指数基金、ＥＴＦ联接基金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４日

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基金资产的 ８０％ ，其中投资于

成份股的资产不低于股票资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信用评级在 ＡＡ＋（含） 到 ＡＡ－

投资于股票及其他权益类资

产的９０％ ；在扣除股指期货合

８０％，其中投资于信用债券的

（含）之间的信用债的比例不
低于债券资产的 ８０％ ，投资于

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发行要素

６０％。 现金、债券及中国证监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深证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基金代码

６６００１４

基金代码

７６２００１

基金类型

股票型

基金类型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权证的

所持有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

比例不低于固定收益类资产
投资范围

的８０％ ，投资于非固定收益类

投资范围

信用评级为 ＡＡ－ 的信用债券

投资范围

内容提要

国金通用国鑫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

的投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净

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

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

资产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

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产净值的 ３％ ， 持有的现金或
到期日在１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值的３％，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
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

值的３％ ， 资产支持证券的投

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权证投资

的 ２０％ ，其中，现金或者到期

２０％，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

于 ４０％ ，其中现金和到期日在

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不高

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

发行起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

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５％。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５％。

的２０％ 。

于 ３％ 。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基金资产净值的５％ 。

基金资产净值的５％ 。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

发行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４日

最

新

公

告

速

览

限

(上接B001版)
ST博通(600455)公布第四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宝钛股份(600456)公布第五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天药股份(600488)公布第五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黑牡丹(600510)公布2012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ST海建(600515)股东大会通过
《
关于子公司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
有限公司与海南高和房地产开发有限
房屋转让协议〉的议案》。
公司签订〈
华海药业(600521)公布第四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ST华科(600532)公布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ST北生(600556)公布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ST高陶(600562)公布关于股价
异常波动的公告。
青岛啤酒(600600)公布第七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ST联华(600617)公布关于控股股
东名称、住所、经营范围变更的公告。
中卫国脉(600640)公布2012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豫园商城(600655)股东大会通过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
案、关于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公
司债券的议案。
信达地产(600657)公布关于召开
第五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S上石化(600688)公布关于公司
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东百集团(600693)公布关于股东
权益变动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多伦股份(600696)公布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常林股份(600710)公布关于变更

公司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天津港(600717)董事会定于2012
年 8 月 31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 召 开 公 司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ST金化(600722)公布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云维股份(600725)公布第六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华银电力(600744)公布关于媒体
报道的澄清公告。
中储股份(600787)公布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进展公告。
轻纺城 (600790) 董事会决定于
星期三）上午9：30召
2012年9月5日（
开公司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的提案》。
天业股份(600807)公布股权冻结
公告。
马钢股份(600808)公布关于公司
债券“
11马钢01”、“
11马钢02”2012年
付息的公告。
厦工股份(600815)公布关于公开
增发方案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成商集团(600828)公布第六届董
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万里股份(600847)公布第七届董
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航天长峰(600855)公布关于召开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内蒙华电(600863)公布2011年度
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星湖科技(600866)公布关于公司
获得广东省节能专项资金奖励的公
告。
S仪化(600871)公布关于公司股
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亚泰集团(600881)公布与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罗先市人民委员
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国投电力(600886)公布关于控股
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满
的公告。
秋林集团(600891)公布第七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岳阳林纸(600963)公布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郴电国际(600969)公布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新五丰(600975)股东大会通过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贵绳股份(600992)公布关于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宝泰隆(601011)公布召开2012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中国神华(601088)收到控股股东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知，神华集
团公司拟受让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00%
股权事宜目前已取得进展。 神华集团
公司与国家电网公司于2012年8月15
日签署了《
国家电网公司与神华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国网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神华集团
公司同意受让国家电网公司所持有
的国网能源100%股权。 由于目前尚未
取得政府有权部门批准，本次股权转
让尚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国航(601111)公布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燃气(601139)公司董事会定
于2012年9月5日（
星期三）下午2:00召
开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修订《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修订《
公司章
程》 的议案、《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

草案修订稿） 及摘要>的议
励计划 （
案》等事项。
中国平安(601318)公布关于披露
平安银行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及
201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相关事项的
公告。
兴业证券(601377)公司正在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由于该事项存
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2012年8月16日起停牌， 将于2012
年8月21日披露相关公告并复牌。
平煤股份(601666)公布暂缓缴纳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公告。
际华集团(601718)公布合作成立
际华(邢台)商贸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公
告。
力帆股份(601777)董事会决定于
星期五）上午10:002012年8月31日（
12:00召开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关于力帆实业（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2年半年度报告的议
案、关于力帆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关于力帆实业
（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2
年-2014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招商轮船(601872)公布第三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方正证券(601901)公布关于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
告。
龙宇燃油(603003)将于8月17日
起上市交易。
日出东方(603366)公司董事会决
定于2012年8月31日上午9:30召开公
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变更公司2012年度审计机构的
《
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隆鑫通用(603766)公布股票异常
波动公告。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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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盛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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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独一味

湘 鄂 情 (002306)8 月 31 日 召 开
2012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事项：《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收购上海味
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90%股权及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聘
请詹毓倩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威创股份(002308)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英威腾(002334)公布2012年半年
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太极股份(002368)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伟星新材 (002372)8月20日举行
2012年半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众业达(002441)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签订项目
投资意向协议的议案》。
龙星化工(002442)第二届董事会
2012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
和发行价格的议案》。
国星光电(002449)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中超电缆(002471)公布董事长及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雏鹰农牧(002477)第二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同意选举侯建芳董事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同意
选举侯五群董事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审议通过了《
关于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
行官（
CEO）、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副
总裁、财务总监、总兽医师的议案》。
富春环保(002479)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广田股份(002482)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大金重工(002487)公布全资子公
司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获得
政府补助的公告。
恒基达鑫(002492)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科士达(002518)公布2012年半年
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山东矿机(002526)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东方铁塔(002545)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世纪游轮(002558)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明牌珠宝(002574)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雷柏科技(002577)公布签署投资
意向书的公告。
好想你(002582)公布2012年半年
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宜昌交运(002627)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控

股票简称：Ｓ上石化

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成都路桥(002628)公布归还募集
资金的公告。
金安国纪(002636)公布签订《
项
目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加加食品(002650)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乐普医疗(300003)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探路者(300005)公布2012年半年
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硅宝科技(300019)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华谊兄弟(300027)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宝通带业(300031)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金龙机电 (300032)8月31日召开
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
案：《
关于变更公司2012年度审计机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构的议案》、《
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回天胶业(300041)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福瑞股份 (300049)8月31日召开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
项：《
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关于修
2012年-2014年）>的议案》、《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新大新材(300080)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国腾电子(300101)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宋城股份(300144)发布公司2012
年半年度跟踪报告。
华中数控(300161)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东富龙(300171)公布2012年半年
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朗源股份(300175)公布2012年半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华峰超纤(300180)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潜能恒信(300191)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永利带业(300230)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飞力达(300240)公布2012年半年
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卫宁软件(300253)公布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公告。
兆日科技(300333)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迪森股份(300335)发布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2年半年
度持续督导期间跟踪报告。
泰格医药(300347)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8月17日在创业板上市。
长亮科技(300348)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8月17日在创业板上市。
华鹏飞(300350)公布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
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编号：临２０１２－１８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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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公司”）在近一个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
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订股改保荐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
股票上市规则》第７．３、７．４条等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
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
刑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
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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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阙文彬先生通知：阙文彬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３６，０００，０００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８．３８％）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且以上
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
押期限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
冻时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阙文彬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２４８，８６０，０００股（
均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７．９２％），其累计质押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额为２２０，
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１．２６％），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２１２，５００股（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本次解禁数量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近日接到第二大股东陈胜先生的通知，称
其已将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１３，０００，０００股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
押期限为３０个月， 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至２０１５年２月８日止， 股权质押登记日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
日。 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陈胜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１５，０９６，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９．４４％。 本
次质押后，已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８６．１２％。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２、股份质押合同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占总股本比例（％ ）

上市流通时间

２０１２－８－１６

６，６００，０００

６，６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８－１６

股票代码：００２６４９

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９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拟于近日进行对外投资事项，且金额较
大。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引
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股
票代码：００２６４９）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预计公司股
票不迟于８月２０日开市起复牌。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及时查阅。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１５日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１８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０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示

６２，２５０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１４
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３９

提

６２，２５０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２

股票代码：６００５１５

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ST锌业(000751)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华神集团(000790)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贵糖股份(000833)公布2011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渤海物流(000889)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中粮生化(000930)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中国重汽(000951)201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长源电力 (000966)8月22日召开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
项：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关于公司为国电长源（
河南）煤业
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
控股子公司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
为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银行融资担保的议案等。
闽东电力(000993)公布2011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新大陆(000997)公布2012年半年
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华星化工 (002018)9月3日召开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
项：关于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具体发行对
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
的议案等。
科华生物(002022)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宁波华翔(002048)公布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方案实施情况的公告。
同洲电子(002052)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太阳纸业(002078)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金螳螂(002081)公布2012年半年
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恒宝股份(002104)第四届董事会
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
更委托贷款担保方式的议案》。
西部材料(002149)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南洋股份(002212)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全资
子公司南洋电缆（
天津）有限公司向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
区分行申请85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拓日新能(002218)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数量调整的议案》。
恒邦股份(002237)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帝龙新材(002247)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博深工具(002282)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天润曲轴(002283)公布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公告。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８８

流

股票代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平安银行(000001)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中国宝安(000009)第十一届董事
局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出
售上海三家公司股权的议案》。
ST中冠A(000018,200018)公布
2012年半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
分配预案。
特力Ａ (000025,200025) 公 布
2012年半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
分配预案。
方大集团(000055,200055)公布
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ST川化(000155)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东阿阿胶(000423)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华天酒店(000428)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四环生物(000518)公布诉讼事项
的公告。
美菱电器(000521,200521)公布
2012年半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
分配预案。
云南白药(000538)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友利控股(000584)公布2011年度
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黔轮胎Ａ(000589,112039)公布
2011年公司债券2012年付息公告。
金马集团(000602)公布控股股东
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之股东变更
的提示公告。
盛达矿业(000603)七届六次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参与设
立光大金控汉鼎亚太先锋成长投资
基金项目》的议案。
青海明胶(000606)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华智控股(000607)公布重大事项
的公告。
湖北金环(000615)第七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
司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顺发恒业(000631)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三木集团(000632)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武汉塑料(000665)公布2012年半
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及分配预案。
S*ST聚友(000693)公布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结果的公告。
天伦置业(000711)公司预计2012
年1月1日-2012年9月30日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50万元-15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1.08%-97.03%。
南方食品(000716)第七届董事会
201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同意接受法院调解南管燃气公
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的议案》、《
关
于处置南宁市管道燃气供气管网资
产的议案》。
京东方Ａ(000725,200725)公布

售

市值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高

发行要素
基金名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华泰联合证券”）《
关于更换武汉高德红外股份
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原指定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罗凌文先生因工作变动调
离华泰联合证券，不能继续担任持续督导期的保荐工作，其后续工作由华泰联合证券指定
的保荐代表人白毅敏先生接替，履行持续督导期（
截止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保荐职责。
特此公告。
附个人简历：
白毅敏先生，现任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副董事，保荐代表人。 ２００７
年加入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部至今，参与完成新宙邦（
３０００３７）、博雅生物（
３００２９４）ＩＰＯ
项目改制、辅导、申报、发行上市及持续督导工作，参与深圳市神舟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四
川和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淑女屋时装股份有限公司等ＩＰＯ项目改制辅导工作，
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ＳＴ海建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３５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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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介绍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召开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３０。
２、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７号海航大厦３楼会议室。
（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现场出席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万股）
３１３５．４８００
占公司现场出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１００
（
三）会议表决方式、主持情况。
１、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
２、会议召集人：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会议主持人：李爱国董事长。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
４、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４１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４１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项目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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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１、本次签订的仅为意向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具
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２、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及具体投资事项是否正式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尚需履行相
应的审批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
一、概述
以下简称“
众业达”）与上海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市奉贤区青村镇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
青村镇政府”）就众业达受让上海奉城工业园区
的国有土地使用事宜签署了《
项目投资意向协议》并经众业达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二、《
项目投资意向协议》主要内容：
以下简称“
子公司”）投资《
新能源研发与产业化
１、众业达在所受让土地上设立的公司（
项目》，总投资约为４．２亿元人民币。
以下简称“
该地块”）位于上海奉城工业园区内（
具体位置以土地
２、众业达受让的土地（
出让合同所提供的用地红线图为准）。 众业达受让的地块面积净地约为１２０亩，实际面积以
国家房屋土地管理部门最终勘测为准。受让价格严格以市、区规土局招拍挂价格标准收取。
项目投资意向协议》签署后，众业达在１０个工作日内支付８００万元至青村镇财政土
３、《
地专户，作为该地块的定金。 青村镇政府在众业达子公司签订《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后１０日内退还众业达８００万元该地块的定金。 非众业达原因致使众业达没有成功获得该地
块，本协议自动废止，青村镇政府需在该土地竞买结果出来后１０日内向众业达归还该地块
的定金，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该定金的资金占用费。
三、资金来源
众业达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同时将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
四、本意向协议对众业达的影响
１、本次签订的仅为意向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具
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８３

议

赞成
反对
弃权
赞成股数
反对
弃权
是否
比例
比例
比例
股数
股数
通过
（万股）
（％ ）
（％ ）
（％ ）

案

《关于审议子公司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
是
场 有 限 公 司 与 海 南 高 和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３１３５．４８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限公司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８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临２０１２－０３２号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事务所。
１、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
２、见证律师：施念清、陈一宏。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
３、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２、国浩律师（
特此公告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２、本意向协议所述的项目仅为众业达的投资意向，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及具体投资事项
是否正式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众业达目前的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众业达将及时披露相关进展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４１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４０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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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８月
１５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１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９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９人。本次
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签订项目投资意向协议的议案》
１、《
为加速开拓有关业务，提高公司的整体实力，公司决定与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人民政
府签署《
项目投资意向协议》，本次签订的仅为意向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
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关于签订项目投资意向协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９票，同意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三、备查文件
１、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７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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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
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２１６，０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３８．６１％，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１２年８月
星期二）。
２１日（
一、公司发行股份及股本变动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为１８，０００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６９７号”文核准，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股票６，０００万股，并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１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增至２４，０００万股。
公司于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３日实施了２０１０年度权益分派， 以公司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总股本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送红股３股，派１元人民币现金；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１０股转增７股。 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为４８，０００万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１０７６号文核准，天润曲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８６，０００，０００股Ａ股股票，最终实际发行数量为７９，４１１，７６４股。 该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
市公司总股本变为５５９，４１１，７６４股。
截至本公告日，目前公司股份总数为５５９，４１１，７６４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２１６，
０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３８．６１％。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股份锁定承诺：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２） 其它承诺：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不投资与股份公司产品相同或相类似的企
业，以避免对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保证将努力促使本公司的控股
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不利
用对股份公司的控股关系进行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赔偿股

份公司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２、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以上承诺。
３、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
市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流通安排
１、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１日。
２、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２１６，０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３８．６１％。
３、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１名。
４、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持有限售股份 本次解除限售 占公司总股 备
序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总数（股）
号
数量（股）
份比例 ％ 注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１
２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６１％
合计
２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６１％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发表如下核查意见：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
的各项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４、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