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6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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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证券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

价值的认同，坚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为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全体股东

的利益，公司及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葫芦

岛有色” ）将积极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票价格稳定：

一、控股股东葫芦岛有色承诺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以保持公

司股价稳定。

二、积极动员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二级市场择机增持本公

司股票，以提振投资者信心。

三、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坚定投资者信

心。

四、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看好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努力

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955

证券简称：欣龙控股 公告编号：

2015-038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具体措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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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期，由于国内证券市场出现大幅非理性波动，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价已连续10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超

过30%，导致投资者信心持续受挫，上市公司价值亦大幅缩水。 为促进公司持

续、稳定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时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采取以下措施，应对市场变化。

1、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承诺除700万股（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之一）外，未来6个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

份；

2、公司在股票复牌后会积极推进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完成对公司股票的

购入；

3、公司将在现行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积极鼓励董事、监事及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主动增持本公司股份；

4、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通过电话、“互动易”

平台、实地调研等途径，与广大投资者保持实时沟通，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

任，坚定投资者信心；

5、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将拓展思路、规范发展，全力以赴做好生产经

营工作，改善公司目前的业绩水平，不断提升公司自身的竞争力，以回报公司

投资者；

6、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2015－063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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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 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

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公司、控股

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

市场形象。

一、公司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化集团” ）承诺今年年内不

减持公司的股票。

二、公司支持鼓励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股票出

现大幅下跌时通过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同时，公司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

票等相关工作， 公司控股股东及部分中高层管理人员一起参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认购预案（其中：电化集团认购870.00万股，公司部分中高层管理人员出资的湘潭新

盛企业管理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和湘潭新鹏企业管理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分别认购70

万股、41.6万股），并承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转让。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管理层持股计划，建立和完善员工与股东的利益共享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

员工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使员工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紧密结合，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

极性和创造力，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三、公司坚持规范运作，踏踏实实做好企业，通过强化公司品牌运作，提升公司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不断提升公司业绩，用实实在在的业绩来回报股东、回报

投资者。

四、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与互信，展现给投资者一个真实的上市公

司。

五、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看好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努力树立良好的

市场形象，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七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2746

股票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5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9日收到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王寿纯先生通知: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有关文件精神，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自2015年7月10起）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系统适时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王寿纯先生

二、增持方式、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目前股市非理性下跌等因素， 王寿

纯先生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自2015年7月10日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

统适时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增持所需资金为

自有资金。

三、王寿纯先生承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各项承诺，在增持

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

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文）等相关规定。 本次增持行为

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五、本公司将继续关注王寿纯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090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

2015-31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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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圳市国资委” ）2015

年7月9日发布了《深圳市国资委关于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若

干措施》，全文如下：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营造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良好氛围，保护各类投资者合法权益，

深圳市国资委要求所出资企业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做负责任的股东，积极采取下列措施

予以应对：

一、在股票异常波动时期，深圳市国资委不减持直接持有控股上市公司股票，各直管

企业不减持所属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二、 深圳市国资委及各直管企业对股价严重偏离其合理价值的市属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股票，择机予以增持。

三、继续支持市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开拓创新，勇于探索，继续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

级，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四、要求市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切实抓好日常生产经营，不

断提高盈利能力，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

五、督促所控股上市公司重视维护上市公司形象，加大与投资者的沟通力度，增进投

资者对公司和市场的认知，提振市场信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453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2015-046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暨董事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和系统性风险， 同时基于对公司前景未来发展

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积极措施，维护公

司股价，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切实遵守2015年7月《中国证监会18号

公告》文件精神的要求， 郑重承诺从即日起6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二、公司董事增持公司股份

近日公司接到董事郁其平先生的通知： 郁其平先生于2015年7月3日通过二级市场买

入公司股份41万股，2015年7月6日万买入公司股份45万股，共计86万股。 本次增持后，郁

其平先生持有公司7,781,300股股份，占公司全部股份比例的1.36%。

公司董事郁其平买入本公司股票属个人行为,是基于对公司目前价值的判断、当前资

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所做出的决定， 同时也是本着增强

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股价，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所作出的决定。

自本公告之日起未来半年内， 郁其平先生将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状况决定其个人是

否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含已增持的部分），并将按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三、公司将强化信息披露，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提高公司信息披

露质量，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坚定投资者信心。

四、公司将一如既往努力经营、规范运作，切实提高企业发展质量，积极提升公司治理

和管理水平，完善公司内控制度，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和全面风险管理能

力，为投资者谋求更大的投资回报。

五、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包括但不限于大股东增持、

公司回购股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等措施，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95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证券市场稳定相关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确保公司利益、维护公司投资价值、提升广大投

资者信心，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制定了以下措施，以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具体措施

1、控股股东陈玉忠先生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2、控股股东陈玉忠先生承诺，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市场情况，以不超过

11元/股的价格，在2个月内择机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

股份所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增持的公司股份。

3、公司部分高管及核心管理团队承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数

量不低于218万股（详见7月3日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关于公司

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上述人员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增持的公

司股份。

4、公司承诺，拟以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的金额，择机回购公司股份。

5、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性。 通过电话、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与

投资者保持真诚沟通。 增进彼此间的信任与了解，共同见证企业发展，让投资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

投资。 加强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披露公司信息，及时澄清不实谣言。

6、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公司经营情况，适时推出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措施。

二、资金来源

1、控股股东及公司董监高、核心团队增持资金为自筹资金。

2、公司回购股票资金为自筹资金。

三、其他事项

1、上述股价稳定方案各项措施将在履行必要程序后实施。

2、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

司的股票进行管理，并督促上述增持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3、上述股价稳定措施将在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的条件下实施。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上述人员后续增持公司股票

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诚信经营、规范运作，切实提高企业发展质量。 进一步深化创新发展，加

快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公司业绩，用实实在在的业绩来回报广大投资者。 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看好

资本市场及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努力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支持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560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5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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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期，国内证券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为提升市场信心，稳定公司股价，保护

公司股东权益，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采取以下

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一、公司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诚信经营、规范运作，进一步强化公司核心

竞争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以良好的业绩回报全体投资者。

二、公司控股股东积极增持公司股份以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公司于2015

年7月7日发布了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3），公司控股股东史万福先生已于2015年7月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份254,800股，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

的信心，史万福先生不排除在未来3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的可能性；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史万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马红菊女士

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未来6个月内不通过二

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四、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积极推进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通

过电话、实地调研等各种形式与投资者保持真诚沟通，通过交易所“互动易”

平台向投资者介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 与投资者做好

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坚定投资者信心，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

五、公司将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积极探索股份回购、增持、股权激

励、员工持股计划等措施，鼓励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公司股份，以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32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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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

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倡议共同维护中国

证券市场稳定。 公司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举措如下：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朱蓉娟、彭韬夫妇控制的企业（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广西国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自2015年07月09日起的五个交易日内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并承诺6个月内不减持通过上述方式增持的股

份。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7月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公告》。

二、公司的国有法人股股东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9,353,

064股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17%），承诺自2015年7月9日起的6个月内，不通过二

级市场减持本公司的股份。

三、公司支持鼓励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员工及公司

股东，在本公司股票出现非理性下跌时通过增持公司的股票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四、公司将扎实抓好经营管理，以公司现有医药产业和农药产业为主线，积极调整产

品结构，不断拓展新市场，寻找挖掘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积极推进公司外延式发展，提高

公司盈利水平，以较好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五、公司将坚持诚信经营、规范运作，加强信息披露管理，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

露公司信息，及时澄清不实传言。

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电话、网站、上证E互动平台、信息披露、

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进一步强化与投资者的沟通，增进投资者对公

司和市场的认知，消除投资者的误解，树立投资者的信心。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038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21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近期证券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一拖股份” ）股价出现异常波动，为维护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及控股股东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拖” ）基于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信心郑重承

诺：

一、中国一拖将持续履行股东职责，一如既往支持一拖股份经营发展，自承诺之日起6

个月内不会减持所持一拖股份股票。

二、现阶段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今后将继续围绕公司发展战略，诚信经营、规范运作，

提升公司治理和管理水平，提高公司经营质量和盈利水平,回报投资者。

三、公司将继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加强投资

者关系管理，增进公司与投资者的交流与互信，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1038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22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5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预计增加20%-40%。

（三）本期业绩预告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未经重述）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11,242.78万元。

（二）每股收益：人民币0.1129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15年上半年公司大中型轮式拖拉机产品销量同比基本持平，其中大轮拖产品销量

同比预计增加15%以上，产品销售结构变化使得产品毛利率有所提升。 同时，公司积极加

强费用管控，期间费用率同比有所下降。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5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

600259

公告编号：临

2015-046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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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

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为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和维

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控股股东、公司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拟通过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方

式，出资7.3亿元，增持公司1340万股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部分员工拟通

过非公开发行设立员工持股计划，出资不超过6,550万元，增持不超过120.22万股公司股

份。 其中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共9人合计出资达1,328万元，占员工持股计划总

份额的20.27%。（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已于 2015年6月25日经公司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若公司股价出现大幅下跌时，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公司支持、鼓励控股股

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买入公司股票，同时公司

将积极探索其他方式，维护市场稳定、维护公司价值。

三、公司将一如既往，诚信经营、规范运作，积极提升公司治理和管理水平，完善公司

内控制度，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与盈利水平，用真实稳定的业绩回报股东及投资者。

四、公司将不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努力

推动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和重大决策，为投资者提供真实、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

五、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看好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努力树立良好的

市场形象，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057

证券简称：象屿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36

号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投资者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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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7月16日（星期四）15:00-17:00

●会议召开方式：通过上证e互动平台开展公开网络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本着促进资

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公司拟召开投资者网上说明会，针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7月16日（星期四）15:00-17: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 （http:

//sns.sseinfo.com）与投资者进行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邓启东，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齐卫东，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高晨霞。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2015�年7月16日（星期四）15:00-17:00通过互联网直接登陆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注册登录后在线直接参与

本次说明会，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针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

极参与。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92-6516003

联系传真：0592-5051631

联系邮箱：stock@xiangyu.cn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057

证券简称：象屿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37

号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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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本着促进资

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已积极采取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

定。

一、公司控股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增持了本公司部分股份，并计划在未来 6个月内（自2015年7月7日起算）继续增持

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详见已披露临2015-034号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二、公司已在筹划员工持股计划。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0198� � � � � � �证券简称：大唐电信 公告编号：2015-025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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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656,549,393.64 2,992,850,220.93 -11.24

营业利润 -336,801,063.87 -125,673,572.17 不适用

利润总额 -290,443,483.67 -59,683,035.6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93,979,416.41 -90,982,804.0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333 -0.116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740 -2.8190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13,984,882,998.46 13,964,610,141.06 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732,098,888.99 4,030,768,692.75 -7.41

股 本 882,108,472.00 882,108,472.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4.23 4.57 -7.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1,737,549.90 -980,397,721.23 不适用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本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提质增效，产业结构调整，强化集成电路、

终端设计、软件与应用和移动互联网四大产业板块的专业化发展。 公司强化

回款，对于部分占用资金较高，回款周期较长，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的项

目予以调整。 同时受到整体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影响，以及内部结构调整和

经营转型的影响，整体收入同比有所下降。 整体上公司处于优化调整时期，

收入、毛利同比降低，现金流状况同比有较大幅度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因合并范围及时间的同比变化，以往研发投入形成无形

资产的逐步摊销等因素影响，管理费用同比上升。 公司因整体外部融资规模

加大，抵消了部分利率下调的影响，财务费用同比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结转进入损益的政府补贴同比有所减少。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增减变动的主要原

因。

公司本报告期利润指标同比降幅较大，主要因收入下降，毛利减少。 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较去年同期提升11.02亿元，主要是公司更加注重合

同质量，强化回款力度，回款金额较去年同期有大幅提升所致。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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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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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并拟增持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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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接到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函，“针对

近期境内证券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

司价值的认可，为营造企业改革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保护各类投资者合法

权益，履行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承诺采取如下措施，共同

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一、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作负责任的控股股东，自

2015年7月10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二、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择机

增持公司股票。 ”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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