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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版位提示

最新公告速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上港集团(600018)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海立股份(600619)公布重大事项停牌公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告。
上海电力(600021)公布项目进展公告。
乐山电力(600644)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中国联通(600050)公布关于LTE混合组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网试验城市再次扩大的公告。
飞乐股份(600654)公布关于中国证监会
中纺投资(600061)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青山纸业(600103)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组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豫园商城(600655)公布股东大会决议公
中科英华(600110)公布关于资产收购所 告。
涉诉讼事项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博元投资(600656)公布2014年第三次临
天成控股(600112)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强生控股(600662)公布关于公司独立董
展公告。
宏图高科(600122)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 事辞职的公告。
利润分配的公告。
南京新百(600682)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东湖高新(600133)公布2014年度第二次 展公告。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青岛海尔(600690)公布公司2014年第三
兴发集团(600141)公布股权质押公告。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廊坊发展(600149)公布诉讼公告。
阳煤化工(600691)公布2014年第四次临
福建南纸(600163)公布关于归还福建省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
中航资本(600705)公布公司重大资产重
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金的公告。
组延期复牌公告。
中国玻纤(600176)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中国高科(600730)公布2014年第四次临
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莲花味精(600186)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洲际油气(600759)公布公司2014年第七
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
展公告。
国中水务(600187)公布关于与Memsys
西藏城投(600773)公布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签订投资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新湖中宝(600208)公布2014年第四次临
友好集团(600778)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增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长春经开(600215)公布公司2014年第三
新钢股份(600782)公布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赤天化(600227)公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华新水泥(600801)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沧州大化(600230)公布关于13.5万吨硝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酸项目试车成功的公告。
隧道股份(600820)公布关于实施“隧道
凯乐科技(600260)公布关于为控股子公 转债” 赎回事宜的第二次提示公告。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新华传媒(600825)公布2014年第三次临
亿利能源(600277)公布关于股东权益变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海通证券(600837)公布2013年公司债券
动的提示性公告。
农发种业(600313)公布关于新设全资子 （第一期）2014年付息公告。
公司完成情况的公告。
上海九百(600838)公布关于独立董事辞
澳柯玛(600336)公布关于2013年度第一 职的公告。
期短期融资券到期兑付的公告。
*ST仪化(600871)公布关于收到《中国
国旅联合(600358)公布董事会2014年第 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伊利股份(600887)公布公司第一期持股
国旅联合(600358)公布2014年第二次临 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张江高科(600895)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通葡股份(600365)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的公告。
展公告。
中航电子(600372)公布关于签署补充合
岳阳林纸(600963)公布关于董事辞职的
同的公告。
公告。
华菱星马(600375)公布2014年第二次临
北方创业(600967)公布201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ST贤成(600381)公布2013年第四次临
郴电国际(600969)公布关于公司股东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到期购回的公告。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龙净环保(600388)公布第七届董事会第
宝胜股份(600973)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东华实业(600393)公布2014年第三次临
武汉健民(600976)公布第七届董事会第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海润光伏(600401)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广安爱众(600979)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
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 友 化 工 (600409) 公 布 关 于“
09 三 友
合肥三洋(600983)公布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债” 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湘电股份(600416)公布项目中标提示性
招商证券(600999)公布2014年第三次临
公告。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昆明制药(600422)公布关于终止收购资
陕西黑猫(601015)公布关于完成工商变
产事项的补充公告。
更登记的公告。
天药股份(600488)公布第六届董事会第
海南橡胶 (601118) 公布关于发起成立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中国先进橡胶产业联盟” 的公告。
精工钢构(600496)公布关于绿筑GBS集
内蒙君正(601216)公布关于公司股东股
成建筑系统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 权质押的公告。
学技术委员会可行性论证的公告。
*ST二重(601268)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
黑牡丹(600510)公布重大事项进展暨继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续停牌公告。
中国平安(601318)公布关于“
平安转债”
腾达建设(600512)公布关于保证非公开 2014年付息事宜的公告。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计划使用的具体措施及
新华保险(601336)公布保费收入公告。
相关承诺的公告。
东吴证券(601555)公布关于公司2014年
宏达矿业(600532)公布2014年第二次临 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九牧王(601566)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对
栖霞建设(600533)公布关于控股股东注 外投资的公告。
中信重工 (601608) 公布关于聘任Ivo
册资本及股权变更的公告。
亿晶光电(600537)公布重大资产重组限 Botto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广电电气(601616)公布公司2014年第二
*ST天威 (600550) 公布关于召开公司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国中冶(601618)公布2014年1-10月
洪城股份(600566)公布重大事项停牌公 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公告。
告。
中国人寿(601628)公布保费收入公告。
恒生电子(600570)公布停牌公告。
中国建筑(601668)公布2014年1-10月
皖江物流(600575)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经营情况简报。
展情况公告。
招商轮船(601872)公布2014年度非公开
天华院(600579)公布2014年第一次临时 发行A股股票预案。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招商轮船(601872)公布复牌提示性公告。
长电科技(600584)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中煤能源(601898)公布2014年10月份主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新华医疗(600587)公布关于公司发行股
凤凰传媒(601928)公布关于重大事项进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获得中 展的公告。
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中国汽研(601965)公布关于为子公司提
用友软件(600588)公布关于股东减持公 供担保的公告。
司股份后持股比例低于5%的公告。
中国重工(601989)公布可转债转股结果
新安股份(600596)公布关于独立董事辞 暨股份变动公告。
职的公告。
合锻股份(603011)公布关于签订募集资
上海科技(600608)公布关于挂牌转让全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资子公司上海异型钢管有限公司所持上海永
康尼机电(603111)公布二届十一次董事
鑫波纹管有限公司70%股权的进展公告。
会决议公告。
神奇制药(600613)公布关于公司子公司
九洲药业(603456)公布2014年第四次临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国新能源(600617)公布关于下属公司与
贵人鸟(603555)公布关于独立董事辞职
吕梁东义集团煤气化有限公司签署资产收购 的公告。
框架协议的公告。
福斯特(603806)公布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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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零七股份(000007)公布关于深圳证监局 委员会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2014年第25次
对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决定所涉及相 会议审核，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
关事项说明的公告。
发）获通过。
深桑达Ａ(000032)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
中钢国际(000928)公布经营合同公告。
组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复牌的公告。
安泰科技(000969)公布2011年公司债券
*ST新都(000033)公布重大诉讼进展公 （第一期）2014年付息公告。
告。
豫能控股(001896)2014年11月17日，中
北方国际(000065)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豫
股票相关事项获得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能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了审核。 根据
华控赛格(000068)公司副总经理辞职。
审核结果，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获得审核
丰原药业(000153)公布第六届十七次(临 通过。
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永新股份(002014)董事会通过了《关于
潍柴动力(000338)公布关于部分有限售 延长控股子公司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经营
条件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公告。
期限的议案》。
山东地矿(000409)发布简式权益变动报
宁波华翔(002048)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告书。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沈阳机床(000410)股东大会通过《关于
得润电子(002055)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中捷机床有限公司为母公司7亿元资金贷款提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江山化工(002061)公布2014年第三次临
的议案》。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东旭光电(000413)公布关于回购部分境
东华软件(002065)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实施完毕及股份变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动报告书的公告。
东源电器(002074)公布第六届董事会第
民生控股(000416)公布关于筹划重大事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项停牌的公告。
天康生物(002100)收到《中国证监会行
山东路桥(000498)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 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组的进展公告。
广博股份(002103)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中润资源(000506)公布关于公司继续停 展公告。
天润控股(002113)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
牌的公告。
四环生物(000518)公布2014年第二次临 牌公告。
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东港股份(002117)公布2014年第二次临
广州浪奇(000523)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牌公告。
银轮股份(002126)更换保荐机构。
万家乐(000533)公布继续停牌公告。
恒星科技(002132)董事会通过了《关于
金浦钛业(000545)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 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西部材料(002149)公布关于为控股子公
陕国投Ａ(000563)股东大会通过了《关 司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报喜鸟 (002154) 公布2011年公司债券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2014年付息公告。
股票完成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
智光电气(002169)公布2014年第二次临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等议案。
江特电机(002176)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到
古井贡酒(000596)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 期兑付。
改聘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云海金属(002182)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
青岛双星(000599)公布更正公告。
牌公告。
青海明胶 (000606) 公布第六届董事会
华 天 科 技 (002185) 公 布 关 于 拟 收 购
2014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FlipChip International,LLC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湖北金环(000615)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 司100%股权的补充公告。
飞马国际(002210)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
牌公告。
亿城投资(000616)公布公司办公地址及 押式回购交易。
联系方式变更公告。
宏达新材(002211)因2014年11月17日公
天茂集团(000627)股东大会通过《关于 告 的 《投 资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4-078） 所提及的评估及补偿等事项需进
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三木集团(000632)公布2014年第五次临 一步补充说明，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
披露公平性，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合金投资(000633)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4年11月18日开
展公告。
市起停牌，待补充说明公告后，公司将及时复
风华高科(000636)公布2014年第三次临 牌。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诺普信(002215)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第
索芙特(000662)公布关于筹划非公开发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
*ST合泰(002217)公布关于重大事项停
经纬纺机(000666)公布关于公司股票复 牌的公告。
牌的提示公告。
*ST民和(002234)公布关于收到《粪污
荣丰控股(000668)公布第八届董事会第 处 理 大 型 沼 气 工 程 及 资 源 化 利 用 项 目 》 中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CDM项目收入的公告。
上峰水泥(000672)董事会通过了《关于
宇顺电子(002289)公布2014年第三次临
与ZETH国际合资在吉尔吉斯建设水泥熟料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鑫龙电器(002298)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
恒天天鹅(000687)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 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
齐心集团(002301)股东大会通过《关于
公告。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沈阳化工(000698)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齐心集团(002301)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组的进展公告。
厦门信达(000701)公布关于挂牌转让部
中利科技(002309)公布2014年第七次临
分所持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告。
东方园林(002310)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中航飞机(000768)公布关于公司与四川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认购合
理工监测(002322)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
同之补充合同》的公告。
组延期复牌及进展的公告。
广发证券(000776)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
中联电气(002323)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
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备案通知。
组的进展公告。
美达股份(000782)公布对外投资进展公
赛象科技(002337)公布2014年第三次临
告。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北新建材(000786)公布2014年第二次临
巨力索具(002342)发布201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更正后）。
中国武夷(000797)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登
漫步者(002351)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第
记。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鲁西化工(000830)公布2014年第二期短
森源电气(002358)控股子公司签订《地
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面农光互补电站建设项目投资协议》。
鑫茂科技(000836)2014年11月17日，中
齐星铁塔(002359)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鑫 牌公告。
茂科技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
神剑股份(002361)董事会通过了《关于
核。 经审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设立非公开发
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相 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关核准批文后,将另行公告。
东山精密(002384)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
国兴地产(000838)公布关于财信地产公 对牧东光电（苏州）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司原质押式回购业务到期并重新质押所持公
南洋科技(002389)公布2014年第四次临
司股份的公告。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安凯客车(000868)公布2014年第三次临
和而泰(002402)公司获得Electrolux卓
时股东大会通知。
越供应商奖项。
吉电股份(000875)公布2014年第五次临
长江润发(002435)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除质押和质押。
天山股份(000877)公布2014年度第二期
龙星化工(002442)公布关于获得财政专
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项资金补贴的更正公告。
津滨发展(000897)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欧菲光(002456)公布关于境外收购事项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的进展公告。
华北高速(000916)独立董事辞职。
中超电缆(002471)公布2014年第六次临
电广传媒(000917)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下转B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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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提示
民生控股(000416)、湖北能源(000883)、宏达新材(002211)、兄弟科技(002562)、易
华录(300212)特别停牌。
洪城股份(600566)、海立股份(600619)、飞乐股份(600654)因重要事项未公告，自
11月18日起连续停牌。

基金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布
关于新增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基
金销售服务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及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上海天天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网上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旗 下 基 金 持 有 的 “
09 渝 地 产
（124483)” 债券估值调整的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华安月安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2014年第11期）投资组合构建
情况说明的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旗下基金持有的“
上港集团” 股票估值
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增加天天基金为销售机构的
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银华永益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永益A份额开放及暂停申购与赎回业
务的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布
关于长信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2014年第一次分红的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旗下国寿安保场内实时申赎货币
市场基金新增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