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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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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2015-008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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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于近日签订了若干项重大合同，合

计金额约为人民币242.58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签订

了各型高速动车组销售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43.34亿元；与中国铁路总公

司下属各铁路局签订了动车组高级修合同， 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7.43亿元；与

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各铁路局签订了动车组配件销售合同， 总金额约为人民

币9.02亿元； 与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轨道交通燕房

线工程电动客车销售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4.46亿元；与马来西亚机场快线

有限公司（ERL）签订了吉隆坡机场线铰接式电动车组出口合同，总金额约为

人民币2.67亿元。

2、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签订

了高速动车组销售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9.83亿元；与中国铁路总公司下

属各铁路局签订了动车组配件销售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09亿元；与天津

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天津地铁5号线工程电动客车销售合同，总金

额约为人民币9.30亿元； 与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各铁路局签订了动车组高级

修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4.34亿元；获得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铁路客车

厂修项目，总金额约为人民币4.1亿元；获得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广梅汕、三

茂25G型AC380V供电发电车购置” 项目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0.49亿元；

与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坦赞铁路客车出口合同， 总金额约为人

民币0.50亿元。

3、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总

公司分别签订了6轴7200kW交流传动货运电力机车、4400马力交流传动调车

内燃机车、HXN3型过渡高原内燃机车销售合同， 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5.56亿

元；与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6轴7200kW电力机车销售合同，总金额

约为人民币4.04亿元；与青藏铁路公司签订了HXN3型过渡高原内燃机车销售

合同， 总金额约为人民币3.50亿元； 与中国铁路总公司沈阳铁路局签订了

HXN3型内燃机车检修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23亿元。

4、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车齐齐哈尔铁路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总

公司签订了通用货车厂修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92亿元；与哈姆斯利铁矿

公司（Hamersley� Iron� Pty� Limited）签订了矿石车出口合同，总金额约为

人民币1.38亿元；与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出口合同，为阿根廷

内政和交通部提供铁路货车，总金额约为人民币3.56亿元。

5、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北车集团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

路总公司签订了6轴7200kW货运电力机车销售合同， 总金额约为人民币4.49

亿元。

6、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

分别签订了货车厂修合同和客车厂修合同， 金额约为人民币1.14亿元和人民

币2.65亿元。

7、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北车集团沈阳机车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

路总公司分别签订了货车厂修合同和T11BK长钢轨车供货合同， 金额约为人

民币3.69亿元和人民币0.49亿元。

8、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太原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

分别签订了铁路接触网作业车销售合同和货车厂修合同， 金额约为人民币

1.25亿元和人民币0.87亿元。

9、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

下属各铁路局分别签订了客车厂修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4.93亿元。

10、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机械

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出口合同， 为阿根廷贝尔格拉诺铁路改造项目

提供内燃机车，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94亿元。

1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加纳国家铁路有关部门签

订了内燃动车组出口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0.69亿元；与阿根廷内政和交通

部签订了米轨内燃动车组备品备件供货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0.50亿元。

1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车（美国）公司与美国马萨诸塞州海湾交通管理

局（MBTA）签订了出口美国波士顿红橙线地铁项目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1.18亿元。

上述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2013年度营业收入的24.95%。

此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天津地铁1号线

东延至国家会展中心项目电动客车采购项目， 中标总金额约为人民币6.56亿

元。 该项目的合同将于近日签订。 公司将在后续公告中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A

股简称：中国中铁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

2015-003

A

股代码：

601390 H

股代码：

390

公告编号：

2015-003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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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份公

司发行不超过等值于100亿元中长期债券的议案》，批准公司发行中长期债券

相关事宜。 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收到了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接受公司人民币100亿元中期票据注册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4]MTN138号）并于2014年5月17日发布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中期票据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的公告》（临2014-018

号）。 根据该注册通知， 公司于2014年7月1日发行了201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并于2014年7月5日发布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临2014-027号）。 详情请参见相应公告。

根据上述注册通知， 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发行了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简称：15中铁股MTN001，代码：101574001），实际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40亿元，于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并在发行人依据发

行条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前5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利

率为5.65%。 公司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由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联席主承销商， 募集资金已经于2015年1月

23日全额到账。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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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1258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06

债券代码：

122126

债券简称：

11

庞大

02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1

庞大

02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不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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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设

定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本公司有权在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券品种二（债券简称：11庞大02，债券代码：122126）存续期内

的第3年末决定是否上调该品种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上调幅度为 0� 至

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 0.01%。

现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前的市场环境，本公司决定不上调“11庞

大02” 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即“11庞大02” 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票面年利

率仍为8.50%，并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15

—

008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909

辆福田欧辉客车（清洁能源

+

传统能源）销售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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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卖方，以下简称“福田汽车” ）与北京

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北京八方达客运有限责任公

司（买方）签订了共计1909辆福田欧辉客车产品（清洁能源+传统能源）的销

售合同。

相关商品标的情况如下：

买方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

辆

）

北京公共交通控

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12m

双层公交车

（

LNG

）

BJ6128C8BCD 20

16m

公交车

（

LNG

）

BJ6160C6CCD 291

12m

公交车

（

CNG

）

BJ6123C7BTD-1 150

北京八方达客运

有限责任公司

12m

公交车

（

LNG

）

BJ6123C7BTD-1 635

13.7m

旅游版客车

（

LNG

）

BJ6147C8BTD 302

12m

旅游版客车

（

LNG

）

BJ6127C8BTB 163

12m

公交车

（

欧

Ⅵ

柴油版

）

BJ6127C8BHB 348

总计

1909

上述订单的顺利履行， 不仅有助于公司新能源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进一

步推广，也将对有效降低PM2.5排放，从根本上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对空气造成

的污染，有效的保护城市空气的清洁。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2015-005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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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正在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目前相关中介机构已经初步完成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文件，并

正就相关事项与相关部门沟通,已进入会议筹备阶段。因相关重组事项尚在进

行中，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

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6日

包钢股份(600010)公布2013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

中达股份(600074)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2014年度

报告》 及摘要、《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等事

项。

永泰能源(600157)公布2012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2015年付息公告。

福田汽车(600166)公布关于1909辆

福田欧辉客车(清洁能源+传统能源)销售

合同的公告。

桂冠电力(600236)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进展公告。

通葡股份(600365)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福能股份(600483)公布2014年年

度业绩预增公告。

中航资本(600705)公布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佳都科技(600728)公布2014年年

度业绩预增公告。

庞大集团(601258)公布关于“11庞

大02”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不调整的公告。

中国北车(601299)公布签订重大合

同公告。

中国中铁(601390)公布关于2015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工商银行 (601398) 公布关于实施

“工行转债” 赎回事宜的公告。

健盛集团(603558)将于1月27日起

上市交易。

晨光文具(603899)将于1月27日起

上市交易。

其他停牌：

吉峰农机(300022)、力源信息(300184)、润和软件(300339)特别停牌

广晟有色(600259)、彩虹股份(600707)、鲁北化工(600727)因重要事项未

公告，自1月26日起连续停牌。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博

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新增一路财

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

的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增

加兴业银行为长盛同盛成长优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代销机构

及开通基金定投业务的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增

加东莞银行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代理

销售机构及开通定投、转换的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

于增加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销售机构并实行费率优惠的

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华

安国际龙头（DAX）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参加上海天天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

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华

夏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新

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

于新增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新

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

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华宝证券开展的

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兴业矿业(000426)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的公告。

中原环保(000544)公布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南宁糖业(000911)公司预计2014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28,

300万元-30,700万元。

海得控制(002184)公布股票复牌公告。

山东如意(002193)公布股票继续停

牌的公告。

拓日新能(002218)非公开发行股票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

联化科技(002250)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彩虹精化(002256)公布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的公告。

拓维信息(002261)发布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

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鑫龙电器(002298)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西部建设(002302)公布不调整“11

西建债” 票面利率的公告。

乐通股份(002319)公布重大事项继

续停牌的公告。

禾欣股份(002343)公司修正后的预

计业绩： 预计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5,232.32万元-5,

755.55万元。

神剑股份(002361)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的公告。

齐翔腾达(002408)公布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进展的公告。

龙星化工(002442)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天顺风能 (002531) 第二届董事会

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收购宣力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

权的议案》、《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2015

年度对外投资额度的议案》、《关于向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八菱科技(002592)公布重大资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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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

113002

转债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工行转债”赎回事宜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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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赎回登记日：2015年2月12日

赎回价格：人民币100.629元/张（含当期利息），境内自然人投资者和证

券投资基金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人民币100.503元/张；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人民币100.566元/张；对于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

的持有“工行转债” 的投资者，本行不代扣所得税，实际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0.629元/张。

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2月26日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15年2月13日)起，“工行转债” 将停止交易和

转股；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工行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A股股票自2014年11月19日

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不低于“工行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人民币3.27元/股）的130%（即人民币

4.25元/股）， 根据本行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简称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本行董事会已批准行使

本行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工行转债” 全部赎

回。 本次可转债的提前赎回已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监

会）批准。

现依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本行《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工行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本行《募集说明书》有条件赎回条款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本行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

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本行

有权按照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

股的可转债。为满足可转债纳入附属资本的要求，上述有条件赎回权利的行使

应以取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为前提条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 ：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

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 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

时， 本行董事会有权决定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

转债。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本行A股股票自2014年11月19日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工行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人

民币3.27元/股）的130%（即人民币4.25元/股），根据本行《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已满足“工行转债” 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15年2月12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工行转债” 的全部持有

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本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

格为人民币100.629元/张。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14年9月1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

日（2015年2月12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IA=B×i×t/365=100×1.4%×164/365=人民币0.629元/张。

境内自然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人民币100.503

元/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人民币100.566元/

张；对于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持有“工行转债” 的投资者，本行不代扣所得

税，实际赎回价格为人民币100.629元/张。

（四）赎回程序

本行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本行选定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

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工行转债” 赎回提示公告至少3次，通知“工行转

债” 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行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 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2015年2月13

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工行转债” 将全部被冻结。

本行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

本次赎回对本行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2月26日

本行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 同时

记减持有人相应的“工行转债” 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赎回

款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

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即2015年2月13日）起，“工行转债” 将停止交

易和转股。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工行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工行转债” 的具体条款，请查阅本行于2010年8

月2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

《募集说明书》摘要，亦可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或本行网站

（www.icbc-ltd.com）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摘要。

三、咨询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

电话：（010）6610� 8608

（010）6610� 8537

（010）6610� 8044

（010）6610� 7482

传真：（010）6610� 7571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邮编：100140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6日

基金

组进展的公告。

露笑科技(002617)公布筹划重大事

项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仁智油服(002629)公布对外投资设

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

双成药业(002693)公布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新宝股份(002705)公布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公告。

欧浦钢网(002711)公布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计划的公告。

牧原股份(002714)公布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公告。

国信证券(002736)第三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开展股票

期权业务的议案》。

康芝药业(300086)公布重大事项复

牌公告。

万达信息(300168)公布股票交易价

格波动自查情况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腾邦国际(300178)公布股票复牌的

公告。

拓尔思(300229)公司2014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公

司以2014年末总股本232,943,523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人民币1.00

元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万福生科(300268)公布公司股票可

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中际装备(300308)公布公司股票复

牌的公告。

德威新材(300325)公布重大事项继

续停牌的公告。

中文在线(300364)公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

创意信息(300366)公布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公告。

扬杰科技(300373)公司预计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10,966.07万元-12,959.90万元， 比上年

同期增长10%-30%。

鹏翎股份(300375)公布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公告。

快乐购(300413)公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

昆仑万维(300418)公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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