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盘震荡小票分化 机构恋战成长股

本报记者 张昊

大盘站上5000点后，市场风格转换的迹象再度出现。 一些大盘蓝筹股在国企改革等预期推动下表现抢眼。 相较而言，近几日创业板的表现却黯然失色。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成长股依然有足够的上涨理由，部分机构可能继续留守成长股。 多位公募基金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近期确实增配了蓝筹品种，但精心挑选的成长股也继续保留。

蓝筹估值具有优势

6月10日清晨，私募基金经理老周的情绪有些不佳。 一觉醒来，老周就看到了MSCI指数体系暂不接纳A股的消息。 上证综指站稳5000点之后，如果A股能纳入MSCI指数体系将是又一利好，然而这一预期已经落空。

老周是蓝筹股的拥趸，价值投资的坚守者。 老周这样的投资者在本轮牛市行情中并不好过，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一大批成长股的迅猛上涨相比，蓝筹股的表现实在是乏善可陈。 近几个交易日的市场走势令老周再一次看到了希望，上证综指站上5000点之后，创业板指数则显得有些低迷不振。 如果此刻再叠加上A股纳入MSCI指数体系的利好，大盘有望继续高歌猛进。 然而老周的愿望落空了，MSCI表示暂时不会纳入A股。 MSCI表示将与证监会协作，在相关问题解决后会立刻宣布纳入A股，而无需等待MSCI的年度指数评估。

尽管如此，蓝筹股对于一些投资者始终充满诱惑。 这一点从近期密集发行的银行分级基金就可见一斑，远远低于创业板的估值使得银行板块充满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数据显示，从2014年三季度末至今年一季度末，上市银行股东人数由647.7万人增至792.6万人，增幅达18%。 其中，股东数量增长最快的是中国银行，半年增加50.6万人；而增幅最高的是农业银行，其股东人数由28.4万人增至73.4万人，增幅高达61.41%。 申万宏源研报指出，银行最坏的时候正在过去。 目前行业估值对应1倍PB，低于1.13倍的历史平均动态PB水平，持续的宽松政策下，板块估值修复空间仍然存在。

中金公司认为，上证综指已经越过5000点，短期大盘可能因为累积较多获利压力、对违规资金入市监管加码等因素波动有所加大。 从估值角度来看，虽然中小市值个股普遍呈现高估值，但占市值绝大部分比例的蓝筹股并未高估。 中金公司建议，年初至今表现落后的强周期煤炭有色板块近期涨幅明显，还可关注医药、食品饮料等大消费板块以及地产、基建、金融等行业的补涨需求；国企改革将持续成为市场关注热点，同时建议关注京津冀、工业4.0、“一带一路”等主题的投资机会。

招商证券也表示，未来国企改革重磅文件有望陆续出台。 这将明确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政策导向，央企和地方国企改革将再掀高潮。 国有资本体量巨大，一些国有企业的根基较好，资本运作和市值管理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创业板仍是风口

6月初，中国基金业协会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价值投资导向，充分发挥买方作用；坚持以流动性管理为重点，提高风险控制能力，进一步优化自身风险管理水平，合理进行投资决策；坚持长线投资，保持专业胜任能力；坚持投资者利益优先，自觉维护市场秩序。 基金业协会的倡议被市场人士纷纷解读为监管层授意的风险提示，今年以来部分公募基金重仓创业板在创造了优异业绩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在基金业协会的价值投资倡议发出之后，创业板应声而落，同时主板终于站稳5000点，被视为市场风格即将发生转换的标志。 创业板的泡沫究竟在哪里？ 空头和多头的内部依然存在分歧。

“创业板龙头股并不是泡沫最集中的地方，尽管这些个股的估值有些已经超出了很多投资者的认知极限。 ”深圳一位公募基金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近期，很多机构投资人士都表示创业板未来将出现分化，而对于分化的方式则见解不一。 有人认为，由于前期部分创业板个股涨幅过高，短期内这些龙头股将稍稍歇脚，前期涨幅并不明显的成长品种有望出现补涨局面。 然而在另一些机构投资人士看来，真正的成长股泡沫恰恰存在于那些因牛市热情有望鸡犬升天的滞涨品种。 “未来的创业板将强者恒强，那些没有实际业绩支撑、依靠概念抬升股价的公司早晚有跌落神坛的一天，而真正代表中国经济转型方向的个股会用实际的业绩印证他们的价值。 ”上述人士表示。

中信证券表示，6月经济数据仍将低迷，国企改革步伐稳健，流动性环境扰动因素较多。 “在此环境下，我们偏好对经济免疫力较大、对宏观政策依赖性较小的创业板，认为创业板将继续保持强势，而主板受宏观因素扰动影响较大。 ”时势造英雄，牛市可帮助创新企业充分利用股市的融资优势积极进行并购整合，实现超常规发展。 “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两大主线将成为6月份的主题风口。

立足业绩精选个股

“我们预计，上证综指大约还有一倍的上涨空间，但这一空间何时兑现难以预判。 而此前甚嚣尘上的创业板几乎没有天花板，所以我们短时间内还会留守创业板，但会时刻关注蓝筹板块的最新动态。 ”深圳一位公募基金经理表示。 多位公募基金经理都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近期确实增配了蓝筹品种，但精心挑选的核心成长股品种还是得到了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牛市中新锐的“80后”基金经理表现抢眼，重仓成长股正是他们取得靓丽业绩的重要原因。 与之相比，部分信奉价值投资的资深投资人士在本轮牛市中取得的业绩低于预期，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对成长股的认知有关。 蓝筹与成长的争论在去年12月市场风格的剧烈切换中达到了极致，坚守蓝筹股的投资者终于收获了果实。 彼时就有痴迷成长者表示，只有成长股冲上云霄才配得上“改革牛”、“转型牛”的预期。

民生加银基金研究总监宋磊表示，在本轮牛市中，蓝筹股与成长股的背离格局并不意外。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代表新兴产业的成长股能够更好的迎合投资者对于未来的预期，而蓝筹股更多依赖于政策与改革的提振。 总体而言，目前蓝筹股风险可控，而成长股由于前期涨幅较大，正面临着估值风险。 正是出于对成长股估值压力的关注，宋磊认为近期的市场或将维持震荡走势，不排除市场风格可能会发生转化，同时成长股依然是未来市场的看点，因此当下“大小票都有配置价值”。

大成基金称，本轮牛市被认为是“改革牛”和“转型牛”，体现了市场对改革和经济转型的信心。 目前尚未看到政策全面转向的信号，监管层对市场的敲打是为了放慢牛市节奏，并不会改变牛市的大方向。 大成基金表示，在这个阶段，会继续精选个股，充分把握牛市不同阶段的投资机会，未来将继续投资于具有光明前景的行业，如“互联网+”、军工、再生资源回收、新兴消费（美容整形、体育、电子竞技、跨境游、养老服务）、基因测序以及汽车电子、车联网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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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大盘站上5000点后，市场风格转换的迹象再度出现。 一些大盘蓝筹股在国企改革等预期推

动下表现抢眼。 相较而言，近几日创业板的表现却黯然失色。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成长股依然有

足够的上涨理由，部分机构可能继续留守成长股。 多位公募基金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近

期确实增配了蓝筹品种，但精心挑选的成长股也继续保留。

蓝筹估值具有优势

6月10日清晨， 私募基金经理老周的情绪有些不佳。

一觉醒来， 老周就看到了MSCI指数体系暂不接纳A股的

消息。 上证综指站稳5000点之后，如果A股能纳入MSCI

指数体系将是又一利好，然而这一预期已经落空。

老周是蓝筹股的拥趸，价值投资的坚守者。 老周这样

的投资者在本轮牛市行情中并不好过，和以创业板为代表

的一大批成长股的迅猛上涨相比，蓝筹股的表现实在是乏

善可陈。近几个交易日的市场走势令老周再一次看到了希

望，上证综指站上5000点之后，创业板指数则显得有些低

迷不振。 如果此刻再叠加上A股纳入MSCI指数体系的利

好， 大盘有望继续高歌猛进。 然而老周的愿望落空了，

MSCI表示暂时不会纳入A股。 MSCI表示将与证监会协

作，在相关问题解决后会立刻宣布纳入A股，而无需等待

MSCI的年度指数评估。

尽管如此，蓝筹股对于一些投资者始终充满诱惑。 这

一点从近期密集发行的银行分级基金就可见一斑， 远远

低于创业板的估值使得银行板块充满了巨大的想象空

间。 数据显示，从2014年三季度末至今年一季度末，上市

银行股东人数由647.7万人增至792.6万人， 增幅达18%。

其中，股东数量增长最快的是中国银行，半年增加50.6万

人；而增幅最高的是农业银行，其股东人数由28.4万人增

至73.4万人，增幅高达61.41%。 申万宏源研报指出，银行

最坏的时候正在过去。 目前行业估值对应1倍PB， 低于

1.13倍的历史平均动态PB水平，持续的宽松政策下，板块

估值修复空间仍然存在。

中金公司认为，上证综指已经越过5000点，短期大盘

可能因为累积较多获利压力、对违规资金入市监管加码等

因素波动有所加大。 从估值角度来看，虽然中小市值个股

普遍呈现高估值，但占市值绝大部分比例的蓝筹股并未高

估。 中金公司建议，年初至今表现落后的强周期煤炭有色

板块近期涨幅明显，还可关注医药、食品饮料等大消费板

块以及地产、基建、金融等行业的补涨需求；国企改革将持

续成为市场关注热点， 同时建议关注京津冀、 工业4.0、

“一带一路”等主题的投资机会。

招商证券也表示，未来国企改革重磅文件有望陆续出

台。 这将明确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政策导向，央企和地方

国企改革将再掀高潮。 国有资本体量巨大，一些国有企业

的根基较好，资本运作和市值管理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创业板仍是风口

6月初，中国基金业协会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价

值投资导向，充分发挥买方作用；坚持以流动性管理为重

点，提高风险控制能力，进一步优化自身风险管理水平，合

理进行投资决策；坚持长线投资，保持专业胜任能力；坚持

投资者利益优先，自觉维护市场秩序。 基金业协会的倡议

被市场人士纷纷解读为监管层授意的风险提示，今年以来

部分公募基金重仓创业板在创造了优异业绩的同时也引

发了广泛的讨论。

在基金业协会的价值投资倡议发出之后，创业板应声

而落，同时主板终于站稳5000点，被视为市场风格即将发

生转换的标志。 创业板的泡沫究竟在哪里？空头和多头的

内部依然存在分歧。

“创业板龙头股并不是泡沫最集中的地方，尽管这些

个股的估值有些已经超出了很多投资者的认知极限。 ” 深

圳一位公募基金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近期，很多

机构投资人士都表示创业板未来将出现分化，而对于分化

的方式则见解不一。 有人认为，由于前期部分创业板个股

涨幅过高，短期内这些龙头股将稍稍歇脚，前期涨幅并不

明显的成长品种有望出现补涨局面。然而在另一些机构投

资人士看来，真正的成长股泡沫恰恰存在于那些因牛市热

情有望鸡犬升天的滞涨品种。 “未来的创业板将强者恒

强，那些没有实际业绩支撑、依靠概念抬升股价的公司早

晚有跌落神坛的一天，而真正代表中国经济转型方向的个

股会用实际的业绩印证他们的价值。 ”上述人士表示。

中信证券表示，6月经济数据仍将低迷，国企改革步

伐稳健，流动性环境扰动因素较多。 “在此环境下，我们

偏好对经济免疫力较大、 对宏观政策依赖性较小的创业

板， 认为创业板将继续保持强势， 而主板受宏观因素扰

动影响较大。 ” 时势造英雄，牛市可帮助创新企业充分利

用股市的融资优势积极进行并购整合， 实现超常规发

展。“中国制造2025” 与“互联网+” 两大主线将成为6月

份的主题风口。

立足业绩精选个股

“我们预计，上证综指大约还有一倍的上涨空间，但

这一空间何时兑现难以预判。而此前甚嚣尘上的创业板几

乎没有天花板，所以我们短时间内还会留守创业板，但会

时刻关注蓝筹板块的最新动态。 ” 深圳一位公募基金经理

表示。 多位公募基金经理都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近期

确实增配了蓝筹品种，但精心挑选的核心成长股品种还是

得到了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牛市中新锐的“80后” 基金经

理表现抢眼， 重仓成长股正是他们取得靓丽业绩的重

要原因。 与之相比，部分信奉价值投资的资深投资人士

在本轮牛市中取得的业绩低于预期， 很大程度上与他

们对成长股的认知有关。 蓝筹与成长的争论在去年12

月市场风格的剧烈切换中达到了极致， 坚守蓝筹股的

投资者终于收获了果实。 彼时就有痴迷成长者表示，只

有成长股冲上云霄才配得上 “改革牛” 、“转型牛” 的

预期。

民生加银基金研究总监宋磊表示， 在本轮牛市中，蓝

筹股与成长股的背离格局并不意外。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

代表新兴产业的成长股能够更好的迎合投资者对于未来

的预期，而蓝筹股更多依赖于政策与改革的提振。 总体而

言，目前蓝筹股风险可控，而成长股由于前期涨幅较大，正

面临着估值风险。 正是出于对成长股估值压力的关注，宋

磊认为近期的市场或将维持震荡走势，不排除市场风格可

能会发生转化，同时成长股依然是未来市场的看点，因此

当下“大小票都有配置价值” 。

大成基金称，本轮牛市被认为是“改革牛” 和“转型

牛” ，体现了市场对改革和经济转型的信心。 目前尚未看

到政策全面转向的信号，监管层对市场的敲打是为了放慢

牛市节奏，并不会改变牛市的大方向。大成基金表示，在这

个阶段，会继续精选个股，充分把握牛市不同阶段的投资

机会，未来将继续投资于具有光明前景的行业，如“互联

网+” 、军工、再生资源回收、新兴消费（美容整形、体育、

电子竞技、跨境游、养老服务）、基因测序以及汽车电子、

车联网等行业。

28家创业板公司

中报业绩预喜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数据显示，截至6月11日，创业板共有51家公司发布了2015

年中报业绩预告。 其中，逾五成公司业绩预喜。 通信电子、传媒、

医药生物等新兴产业延续高增长态势，电气设备、公用事业等板

块表现抢眼。

逾五成公司业绩预喜

创业板429家公司中共有51家发布了中报业绩预告，其中，

预增18家，续盈4家，扭亏6家，预减6家，亏损14家，还有3家不确

定，预喜比例达55%。 净利润增幅超100%的公司有9家。

其中， 恒顺众昇以1123%的净利润增幅暂时成为创业板公

司“预增王” 。 公司延续了今年一季度的高增长情况，一季度净

利润增幅高达1648%。 主营特高压无功补偿装置的恒顺众昇表

示，目前公司在执行订单约10亿元，按照生产计划，半年度产值

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 导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大幅增加。 公司预计上半年盈利1.77亿至1.87亿元。

除了恒顺众昇外， 还有不少业绩持续爆发的公司。 明家科

技、鼎汉技术、世纪鼎利、信维通信等公司去年年报、一季报和中

报业绩预告净利润增幅均超过100%。

值得注意的是， 不少创业板公司的业绩高增长是来源于并

购重组。 中报净利润预计增幅达661%的松德股份表示，公司业

绩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增长的原因是2014年底完成了对深圳

大宇精雕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2015年大宇精雕的

业绩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母公司原有业务受行业整体环境的影

响仍然亏损。 明家科技、银之杰、天舟文化等多公司均表示因为

收购完成增厚了上市公司业绩。

通信传媒等行业向好

分行业来看，新兴产业及公用事业板块延续了高景气度。通

信电子、传媒、医药生物板块半年报业绩预喜比例较高。

通信板块6家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中，世纪鼎利、高新兴、吴

通通讯、富春通信4家公司预增，另有1家公司扭亏，1家预减。 其

中，世纪鼎利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最大增幅为170%。 公司表

示，报告期内，随着4G牌照全面发放，4G网络建设投入也在不

断增加，网络优化市场需求持续增长，预期电信业务营业收入同

比有所增长。

传媒板块的互动娱乐、天舟文化净利润均大幅增长。互动娱

乐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6亿至1.88亿

元，净利润同比增长130%至160%；公司预期主营玩具+游戏业

务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玩具衍生品板块及游戏板块营业收

入的增长推动整体利润的上涨。

凯利泰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增长170%至200%。业绩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公司椎体成形微创介入手术系统产品业务继续保

持稳定增长态势， 江苏艾迪尔和易生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告

范围。

此外，电气设备板块在中报业绩预告中表现抢眼。创业板预

告前十公司中，恒顺众昇、明家科技、鼎汉技术3家为电气设备类

公司。 其中，明家科技预计上半年净利润900万至1150万元，最

大净利润增幅达663%。 鼎汉技术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为8000万

至8900万元，最大净利润增幅达195%。

部分基金表示

紧盯改革创新投资主线

□

本报记者 黄丽

近期A股市场持续震荡， 公募基金观点出现明

显分化。有些基金选择坚守成长，有些则开始炒主题

站上风口的部分蓝筹， 也有些绩优基金经理选择均

衡配置，顺势而为。 整体而言，公募基金坚持牛市格

局未改的观点，在这一前提下，改革与创新仍为获取

超额收益的投资主线。

牛市不惧震荡

近期A股可谓波折连连， 经历过盘中大幅震荡

后，上周上证综指成功站上5000点。 结构性差异缩

窄，各指数同步上涨。 高中估值与重资产、周期板块

涨幅居前，成长、消费涨幅相当，金融涨幅略靠后。展

望后市，市场或因政策监管及心理冲击而加大波动，

但对大势基金经理们依旧保持乐观。

“指数快速上涨之后呈现剧烈震荡是正常现

象。 ” 招商移动互联网产业股票基金拟任基金经理

王忠波表示，本轮牛市的直接驱动力是资金，在资金

入市趋势没有改变之前， 牛市的格局会继续延续。

“中速增长，低通胀” 将成为未来3-5年权益投资的

基本宏观场景，因此整体上仍看好后续市场的表现，

短期风险主要在于监管层对于市场快速大幅上涨之

后可能出现的政策压制。

“短期市场可能会持续大幅震荡， 但市场在

5000点位置上有望在震荡中创出新高。 ” 诺安基金

研究副总监韩冬燕表示， 市场热点的切换预计会将

前期中小板创业板强于主板的特征转变为两个市场

相对平衡的特征。

两主线藏良机

由于近期国企改革概念持续发酵， 部分煎熬于

蓝筹的公募基金守得云开见月明， 而一些对小票情

有独钟的基金经理也表示不畏调整，坚决加仓，还有

一些风格较为灵活、 业绩较好的基金经理则选择两

手都抓。目前看来，基金经理的投资逻辑仍然是改革

与创新两条主线发力。

信达澳银基金认为， 近期经济下行和宏观政策

友好的局面依然维持，国企改革预期继续发酵。今年

通过银证转账进入股市的资金超过2.7万亿元，目前

两融融资规模也已突破2.1万亿元。 近期市场震荡有

所增加，但并未出现实质性的重大利空因素；投资者

配置较为集中的高估值小市值股票受到一定舆论和

政策压力，因此市场面临一定风格转换压力。在目前

的格局下，对股市继续维持相对乐观态度，建议以低

估值的蓝筹板块为配置重点，同时积极关注新能源、

国企改革等主题。

招商移动互联网产业股票基金拟任基金经理王

忠波则认为， 下半年移动互联网板块依然会有很好

的表现，看好移动营销、移动支付以及移动互联网和

产业互联网结合的各种机会，比如互联网医疗、互联

网金融、互联网家装等。

“5000点之上，市场宽幅震荡，但本轮行情并

未终结，最重要的是紧紧抓住本轮行情的主线———

改革与创新。” 博时裕隆混合基金经理丛林表示，在

改革的主题上，裕隆主要配置了军工，主要是基于

改革预期、科研院所改制和资产证券化率提升三个

方面。 他判断，未来2-3年，军工会有一大批千亿市

值的标的出现。 创新方面，裕隆重点配置了TMT板

块中的互联网相关板块，具体是三个子行业：互联

网金融、互联网医疗、网络信息安全。 “我们认为这

些行业是贯穿本轮行情的主轴，全年都会有良好的

表现。 ” 其所管理的博时裕隆混合基金最近一年收

益率高达190%。

证券简称 预告类型

预告净利润

变动区间

预告净利润

变动幅度(%)

一季度净利润

增速（%）

所属行业

恒顺众昇 预增

17700

万元

-18700

万元

1123.00 1648.38

电气设备

明家科技 预增

900

万元

-1150

万元

663.79 6070.05

电气设备

松德股份 预增

2200

万元

-2290.22

万元

661.53 12.71

机械设备

慈星股份 扭亏

8300

万元

-8800

万元

222.63 -3.13

机械设备

凯利泰 预增

8069.09

万元

-8965.65

万元

200.00 312.34

医药生物

鼎汉技术 预增

8000

万元

-8900

万元

194.99 183.76

电气设备

世纪鼎利 预增

3943

万元

-4436

万元

170.00 476.33

通信

信维通信 预增

6300

万元

-6900

万元

160.48 151.59

电子

互动娱乐 预增

16647.7

万元

-18819.14

万元

160.00 439.67

传媒

苏交科 略增

9386.78

万元

-10951.25

万元

40.00 36.05

建筑装饰

高新兴 略增

3800

万元

-4300

万元

26.57 28.51

通信

南都电源 续盈

6083.49

万元

-8364.80

万元

-20.00 -40.64

电气设备

朗科科技 略减

649

万元

-1038

万元

-50.00 -39.53

计算机

大富科技 预减

10081.81

万元

-13081.81

万元

-73.09 -77.77

通信

锦富新材 首亏

-2400

万元至

-2000

万元

-132.49 -127.17

电子

新大新材 首亏

-2500

万元至

-2000

万元

-153.37 -98.58

机械设备

太阳鸟 首亏

-1000

万元至

-500

万元

-162.56 -155.18

国防军工

部分创业板公司中报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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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06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

2015--55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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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中润资源，证券代码：000506，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

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2015年6月9日、6月10日、6月1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关注、核实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已于2015年6月3日披露了《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相关

公告。 （相关公告请查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未发现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以及在股票异

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除前述事项外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本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目前，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商务部关于同意境外战略投资者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批准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境外投资需获得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以及外汇管理部门的备案或批准。 本

次募集资金扩建采选矿项目实施需得到蒙古国矿产资源局等相关部门的审批。

3.《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

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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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昆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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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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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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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于2015年6月10日收到

副总裁苏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苏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苏涛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时生

效。该辞职生效后，苏涛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的任何职务，其辞职不

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

董事会对苏涛先生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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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关系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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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办公区调整，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的办公地点由昆明市东风西路1号昆百大C座11

楼调整至12楼，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电话由原0871-63623414变更为

0871-65626688。 根据上述情况，现将公司变更后的投资者关系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1.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东风西路1号昆百大C座12楼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电话：0871-65626688

� 3.传真：0871-65626688

�上述变更后的联系电话及传真自2015年6月22日起正式启用，届时原投资者关系联系电

话和传真0871-63623414将停用。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邮政编码、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

表的电子信箱等其他信息未发生变更。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