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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2015年2月12日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丁

香厅主持了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3

”位数

800,925,675,550,425,300,175,050,121

末“

5

”位数

52458,72458,92458,32458,12458,51882

末“

6

”位数

023210,223210,423210,623210,823210,041487

末“

7

”位数

0209875

凡参与本次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2,050个，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A股

股票。

发行人：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3日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 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1楼主持

了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二”位数：

23

末“四”位数：

4956 6956 8956 0956 2956

末“六”位数：

812250 012250 212250 412250 612250

625515 125515

末“七”位数：

2880656 3342629 0968741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A股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中签号码共有43,2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重庆三圣特

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2月13日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

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2月

12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1楼主持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2

”位数

61

末“

3

”位数

465

末“

4

”位数

5014 0014 7649

末“

5

”位数

22887 42887 62887 82887 02887 85285 35285

末“

7

”位数

4311388 2390847 1940601 5515597 6431538

059445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

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801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木林森

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2月13日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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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根据《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

限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

持了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三”位数

351 551 751 951 151

末“四”位数

5755

末“五”位数

40149 65149 90149 15149

末“六”位数

663711 863711 063711 263711 463711 006721

末“七”位数

3003188 1350019 6874240 0887083 4350382

5716684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6,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浙江

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3日

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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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T+2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

栋2楼主持了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三”位数：

991 191 391 591 791 397 647 897 147

末“五”位数：

34290 84290 44480

末“六”位数：

600181 800181 000181 200181 400181 982342

232342 482342 732342

末“七”位数：

232863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9,600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山东鲁亿通智

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00� � � � � � � � �证券简称：江苏吴中 公告编号：临2015-007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工商变更登记

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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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2月3日，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确

认，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登记工作 [详见公司于2015年2月4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05）]。

依据2015年1月12日召开的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中第6条“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

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的相关规定，公

司办理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日前，公司已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

登记，并已取得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公

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变更为628,600,000元人民币。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后，注册资本由623,700,000元人民

币变更为628,600,000元人民币， 根据相关规定及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订：

修订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23700000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2370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62370万股。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28600000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2860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62860万股。

除上述第六条及第十九条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603998� � � � � � �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15-008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册资本等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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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188号）核准，公开发行2,

72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

变更为人民币10,902.48万元，且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了天健验〔2014〕2-30号《验资报告》。 公司股票于

2014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015年1月8日，公司召开了2015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详见

公告：2015-� 004）。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2015年1月）》全文已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并已报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

（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湖

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注册号：430000000017049

名称：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河西麓谷麓天路19号

法定代表人：张庆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零玖佰零贰万肆仟捌佰元整

成立日期： 1997年10月13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颗

粒剂(含头孢菌素类)、口服混悬剂（头孢菌素类)、散剂、栓剂、粉针剂

(头孢菌素类)、酊剂(外用)、喷雾剂(外用)、洗剂(含中药提取)的生产、

销售；片剂、硬胶囊剂、散剂、颗粒剂（含中药提取）、栓剂、丸剂、小

容量注射剂、原料药的生产、经营(在本企业许可证书核准的生产地

址和生产范围内经营，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教学用模型及

教具的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002373�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10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

INRIX

签署战略服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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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协议签署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与 BEIJING� INRIX�

TECHNOLOGY� LIMITED （中文名称： 北京英瑞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INRIX” ）于2015年2月11日签署《中国战略服务协议》。 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1、该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2、本协议将于2015年3月1日正式生效；

3、本协议项下的合作期限自2015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止；在合作期满前至少

3个月，一方可提出修改协议，如双方均未提出修改意向，本协议将按年自动续期。

二、协议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BEIJING� INRIX� TECHNOLOGY� LIMITED

（中文名称：北京英瑞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布莱恩·皮特·密斯特勒（BRYAN� PETER�MISTE）

注册资本：175�万美元

主营业务：实时数据收集与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软件产品的

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

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8层808B室

INRIX�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领先的交通信息服务提供商， 已在三十多个国

家开展交通信息服务。 主要合作伙伴包括：宝马汽车、奥迪汽车、福特汽车、沃尔沃汽车、

日产汽车、BBC、微软、NAVIGON、泰为、丰田汽车和沃达丰等知名企业。 同时，INRIX在

北美及欧洲向当地交通管理部门提供全面的数据分析及信息化解决方案。 BEIJING�

INRIX� TECHNOLOGY� LIMITED做为 INRIX� Inc., 在北京的分支机构， 代表INRIX�

Inc.,�全面开展在中国地区的业务活动。 INRIX� Inc.,及INRIX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INRIX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过任何交易。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将与INRIX联袂，共同面向INRIX的国际车企客户开展中国地区的交通信息

服务，共享收益。

2、INRIX授权公司， 在中国地区推广并销售INRIX成熟的交通数据分析及交通信息

化解决方案。

3、双方将在交通数据挖据、数据处理及分析等方面开展全面的技术交流。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通过公司与INRIX的战略合作，双方将面向INRIX的国际车企客户提供覆盖全国

的交通信息服务。 目前已确定，至少有两家国际知名车企将在年内上线双方联袂提供的

信息服务产品。

2、INRIX具有成熟的交通数据挖掘及数据分析解决方案，已为美国25个州的交通部

门提供数据技术来辅助交通规划及管理。 通过双方的战略合作，公司可以将INRIX在欧

美地区先进的技术的解决方案应用在国内的智慧交通项目中，提升竞争力。

3、通过双方的深度合作与交流，公司可以进一步理解INRIX在欧美地区的交通数据

增值应用方面的商业模式与技术思路。 同时，双方也将共同开拓中国交通数据增值应用

的巨大市场。

4、公司致力于提供智慧交通解决方案、综合交通服务及运营，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导

致公司业务方面的重大变化。

5、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2015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6、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履行该协议而对

INRIX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本次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

确定性。

2、 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造成的风险以及合作进度不及预期的风

险。

3、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2015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六、备查文件

1、与BEIJING� INRIX� TECHNOLOGY� LIMITED签署的《中国战略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3日

股票代码：002730� � � � � � � � �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2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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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

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

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575,638,872.51 660,222,300.10 -12.81%

营业利润 57,549,944.55 71,729,314.26 -19.77%

利润总额 62,581,621.86 73,900,610.61 -1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3,448,510.26 62,806,297.55 -14.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 0.57 -2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6% 14.26% 减少4.8个百分点

2014年末 2013年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1,220,429,111.17 919,396,136.41 3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789,585,459.47 471,946,949.21 67.30%

股本 146,670,000 110,000,000.00 33.34%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5.38 4.29 25.41%

注：财务数据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本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7,563.89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12.81%；实现营业利润5,754.9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9.77%；实现利润总

额6,258.1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5.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5,344.8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4.90%。

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出现小幅下滑，主要因国内宏观经济发展放

缓、煤炭市场持续低迷走低、煤炭价格大幅下跌等多重客观因素，导致下游煤

矿企业的经营发展和盈利能力受到较大影响，资金流出现趋紧，生产和设备

投资出现减缓，从而影响了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 在如此客观特殊的经济形

势和下游产业环境影响下，行业发展正经历着周期性波动，但公司充分利用

各方面的竞争优势，通过不断努力仍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在行业中处于

较强的竞争地位。

2、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因10月份公司上市，股本增加3,667万元，增长33.34%。 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致净资产增加26，419.00万元,受净资产增加影响，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相比去年同期增长3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增长67.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增长25.4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披露的业绩快报与2014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经营业绩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002497� � � � � � � � � �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2015－10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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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但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指 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62,381,378.13 1,284,318,719.13 13.86%

营业利润 305,991,912.59 297,836,544.17 2.74%

利润总额 306,832,421.86 294,540,976.14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224,373,846.49 222,046,933.70 1.05%

基本每股收益 0.4675 0.4626 1.0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73% 11.16% -0.43%

指 标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21,579,583.20 2,798,191,688.49 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59,436,195.97 2,058,906,469.15 4.88%

股本 480,000,000.00 48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50 4.29 4.90%

注：以上财务数据和指标均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或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增长，其中：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比增长

13.86%、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比增长2.74%、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比增长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比增长1.05%。 主要原因是：面对国家

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公司及时调整营销模式和策略，充分发挥下属

各公司市场主体作用，积极推进终端用户市场开发，民爆产品销售实现逆势

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披露的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

号：2014－66）中预计年度业绩变动预测范围为-10%———10%，经公司财

务部门核算， 公司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比增长

1.05%，在预计范围之内。

四、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公告的业绩快报是公司初步核算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可能与年度报告披露的最终数据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4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再次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