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禁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上市流通时间

603009

北特科技 陶万垠等

20

人

8,060,160 8,060,160 2015-7-20

002480

新筑股份 东海瑞京资产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等

71,203,965 71,203,965 2015-7-21

002689

博林特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4

名

628,696,224 628,696,224 2015-7-17

证券代码：

002753

证券简称：永东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5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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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12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使用额

度不超过7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 期限不超过十

二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同时，在单笔金额并且总额度不超

过上述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相关事宜。本议案经公司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6月8日于巨潮咨询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5-011）。

一、 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2015年7月13日和2015年7月14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分别签署了购买理财产品的协议， 分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和

闲置募集资金1000万元购买“结构性存款” 理财产品。 具体事项如下：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保本保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期限

90

天

30

天

产品收益率

3.6 %/

年

3.2 %/

年

产品交易日

2015

年

07

月

13

日

2015

年

07

月

14

日

产品起息日

2015

年

07

月

13

日

2015

年

07

月

14

日

产品到期日

2015

年

10

月

13

日

2015

年

08

月

14

日

认购资金总额 人民币

6000

万元 人民币

1000

万元

资金来源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理财本金及收益支付 本存款利随本清 本存款利随本清

关联性说明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无关联关系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投资理财的产品均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公司在实施前会经过严格

地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

影响，面临收益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实际收益不可预期等风险及相关工作

人员的操作及监督管理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

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 财务部为具体经办部门。 财务部根据公司财务状

况、现金流状况及利率变动、以及董事会关于投资理财的决议等情况，对理财

的资金来源、投资规模、预期收益进行判断，对理财产品进行内容审核和风险

评估。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

行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

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

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及相关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运用暂时

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

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进

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保障股东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 公司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未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结构性存款” 合同》

特此公告！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5-068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

称：富安娜；证券代码：002327）已连续二个交易日（2015年07月14日-� 07月

15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进行核实，就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于2015年07月0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林国芳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陈国红女士、董事何雪晴女士、高级管理人员台建树先生拟计划

将于公司股票复牌后五个交易日内实施增持计划，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规定，通过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合法方式购买本公

司股票，合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23,284.27万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此增持计划

的进展，并将及时进行后续公告。

（二）公司于2015年07月14日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的议

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以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15.03元/股的条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如果股东大会未能审

议通过本预案，可能导致本回购计划无法实施，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 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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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

变化。

（六）经查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

买卖本公司股票。

（七）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除上述已披露事项外的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八）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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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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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2015年4月28日，公司披露了《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对2015年

01-06月经营业绩进行了预测， 预计2015年01-0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区间 15,756.26�万元—18,907.51万元， 与2014年同期相比变动

幅度为 0%� 至 20%�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2015年01-06月经营业绩的预

计未发生变化。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10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2015-074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6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2015年4月18日披露的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中预计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

幅度为-30%～0%，去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35,743.75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或下降

）：

-65%

—

-35%

盈利

：

35,743.75

万元

盈利

：

12,510.31

万元

-23,233.44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公司市政园林业务在受经济下行压力、房地产市场下滑、地方政府债

务调控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 市场竞争加剧， 部分新签约项目毛利率略有下

降。

（2） 公司正处在由传统市政园林景观业务向生态治理业务转型初期，

2015年度公司增加生态业务拓展力度，大力发展景观业务生态化，导致公司期

间费用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公司2015年半年

度业绩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2．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5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5-055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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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通过传真或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

开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2.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

7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2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2人。

4.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5年第二批网点设立的议

案》，同意公司设立内蒙古分公司、陕西分公司和苏州营业部，同时授权公司

经营层按照监管规定具体办理公司2015年第二批网点设立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000153

公告编号：

2015

—

028

关于收到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红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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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持有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商银行” ）股份36,

697,500股。 根据徽商银行2014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的201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每股派送现金股息人民币0.159元（含税）），本公司已于近日收

到徽商银行派送的现金股息人民币5,834,903元，所得现金红利将增加本公

司2015年度投资收益。

特此公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科龙 公告编号：

2015-033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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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发布如下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谨定于2015年8月27

日（星期四）举行董事会会议，以处理以下事项：

一、审议批准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个月未经审

计的中期业绩；

二、审议批准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个月的中期股息（如有）；及

三、处理任何其它事项（如有）。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467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2015

—

059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及公司管理层承诺购

买本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基于

对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

坚定信心，在公司的倡议下，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管理团队成员

在自愿的基础上承诺，自2015年7月7日起6个月内，承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合计不少于100万股。 具体内

容详见2015年7月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监事及公司管理层承诺购买本公司

股票的公告》。 现将相关人员2015年7月14日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增持人 职务 日期 购入股份 成交均价

（

元

/

股

）

汪学思 监事会主席

2015

年

7

月

14

日

49,000 14.99

合计

49,000

公司将继续关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管理团队后续增持本公司

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270

证券简称：法因数控 公告编号：〔

2015

〕

043

号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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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1000号）的反馈意见，需对

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进行调

整，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9日开市起停牌。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与重组各方进行了积极的协

调工作。由于业绩补偿方案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重要内容并且涉及的

主体数量较多， 截至目前重组方各股东虽然就参与盈利预测补偿达成共识，

但仍未对参与盈利预测补偿的具体方式达成一致意见。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270，证券简称：法

因数控）自2015年7月16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协调重组各方尽快就调

整业绩补偿方案形成一致意见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该重大事项尚存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复牌公告。

海航投资 (000616) 预计2015年1月1日至

2015年6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

利8000万元-87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5.49%

-68.27%。

恒立实业(000622)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公告。

顺发恒业(000631)公布关于监事配偶买入

公司股票的公告。

三木集团(000632)发布关于董监高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万方发展(000638)公布关于重大事项的停

牌公告。

格力电器(000651)公布关于第二大股东计

划增持公司股份的补充公告。

金科股份(000656)公布关于新增20万千瓦

风电项目获得核准及2万千瓦光伏项目准予登记

备案的公告。

永安林业(000663)公布停牌公告。

盈方微(000670)公布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视觉中国(000681)公布关于战略投资专业

摄影社区500px及素材独家代理的公告。

中山公用(000685)公布复牌公告。

东北证券(000686)发布第八届董事会2015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恒天天鹅(000687)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建新矿业(000688)公布关于控股股东甘肃

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

公告。

沈阳化工(000698)公布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大冶特钢(000708)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ST京蓝(000711)公布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

定的公告。

新能泰山(000720)发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西安饮食(000721)公布关于中国证监会并

购重组委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

告。

美锦能源(000723)公布重大事项复牌公告。

泰禾集团(000732)发布关于筹划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的公告。

普洛药业(000739)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

本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

长城信息(000748)公布董事会决议公告。

国海证券(000750)公布关于获准设立9家分

支机构的公告。

斯太尔(000760)公布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

继续停牌的公告。

中航飞机(000768)公布关于部分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广发证券(000776)公布2015年半年度业绩

快报。

长江证券(000783)公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

会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监管意见书的公

告。

易食股份(000796)公布停牌公告。

云铝股份(000807)公布股票复牌公告。

桑德环境(000826)公布关于撤回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秦川机床(000837)公布关于部分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海印股份(000861)公布关于参股子公司股

权投资南昌市新中原文化演艺有限公司的补充公

告。

银星能源(000862)公布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的进展公告。

华联股份(000882)公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的公告。

茂业物流(000889)公布董事会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进展的公告。

东凌粮油(000893)公布减资公告。

云内动力(000903)公布关于“12云内债” 票

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

性公告。

景峰医药(000908)公布关于中止筹划重大

事项暨复牌的公告。

大亚科技(000910)公布2014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

电广传媒(000917)公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收购资产事项停牌期间进展的公告。

嘉凯城(000918)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ST夏利(000927)公布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钢国际(000928)公布201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神火股份(000933)公布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暨复牌公告。

紫光股份(000938)公布关于公司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欣龙控股(000955)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停牌核查公告。

锡业股份(000960)公布停牌公告。

华东医药(000963)公布2015年公司债券上

市公告书。

上风高科(000967)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通知，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

员会召开的2015年第60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

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蓝鼎控股(000971)公布关于全体董监高购

入公司股票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佛塑科技(000973)公布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进展的公告。

中弘股份(000979)公布关于筹划重组停牌

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广州友谊(000987)公布第七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

九芝堂(000989)公布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隆平高科(000998)公布2015年半年度业绩

预增公告。

鸿达兴业(002002)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大族激光(002008)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航机电(002013)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永新股份(002014)公布关于重大事项延期

复牌暨进展的公告。

山东威达(002026)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变

更营业住所的公告。

七喜控股(002027)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汉麻产业(002036)公布股票复牌公告。

宝鹰股份(002047)公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的公告。

同方国芯(002049)发布关于股东股票质押

的公告。

同洲电子(002052)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远光软件(002063)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景兴纸业(002067)公布关于公司拟与实际

控制人共同投资的提示性公告。

长城影视(002071)公布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东源电器(002074)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沙钢股份(002075)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金螳螂(002081)公布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公告。

东方海洋(002086)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鲁阳股份(002088)公布重要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天康生物(002100)公布关于吸收合并新疆

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

过户完成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广博股份(002103)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恒宝股份(002104)公布关于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解锁期符合条件

的公告。

沃华医药(002107)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罗平锌电(002114)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海诚(002116)公布2015年半年度业绩

快报。

天邦股份(002124)公布关于公司实际控制

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沃尔核材(002130)公布关于重大资产收购

停牌进展的公告。

实益达(002137)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进展暨继续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顺络电子(002138)公布关于公司董事长涉

及个人诉讼进展的公告

拓邦股份(002139)公司与上海庆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5日签署了 《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蓉胜超微(002141)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

报喜鸟(002154)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

投资的公告。

斯米克(002162)发布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游族网络(002174)公布关于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反馈

意见答复的公告。

东方网络(002175)公布关于董事辞职的公

告。

江特电机(002176)公布股票复牌公告。

云海金属(002182)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劲嘉股份(002191)公布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

牌的公告。

云投生态(002200)公布关于股东部分股份

质押的公告。

九鼎新材(002201)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准油股份(002207)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合肥城建(002208)公布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宏达新材(002211)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大立科技(002214)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拓日新能(002218)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濮耐股份(002225)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合兴包装(002228)公布关于重大事项进展

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塔牌集团(002233)公布关于股票继续停牌

的公告。

金飞达(002239)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通产丽星(002243)公布关于公司主导编制

的国家标准获准发布的公告。

华东数控(002248)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陕天然气 (002267) 公布2011年公司债券

2015年付息公告。

法因数控(002270)公布关于重大事项进展

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联络互动(002280)公布关于公司股东进行

股票质押式回购的公告。

天润曲轴(002283)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完成

增持计划的公告。

亚太股份(002284)公布关于公司取得项目

配套资格的公告。

保龄宝(002286)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

押的公告。

奥飞动漫(002292)公布关于股权激励计划

第一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

告。

罗莱家纺(002293)公布关于股东协议转让

部分公司股票的补充公告。

精艺股份(002295)公布重大事项进展暨股

票继续停牌公告。

圣农发展(002299)发布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公告。

齐心集团(002301)公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的公告。

西部建设(002302)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

同意的公告。

南国置业(002305)发布关于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 (预留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采用自主行权的公告。

*ST云网(002306)公布关于公司监事辞职

的公告。

海峡股份(002320)发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理工监测 (002322) 公布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

普利特(002324)公布2015半年度业绩快报

公告。

皇氏集团(002329)公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

的进展公告。

英威腾(002334)公布继续停牌公告。

积成电子(002339)公布关于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格林美(002340)公布关于中植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泰尔重工(002347)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森源电气(002358)公布继续停牌公告。

丹甫股份(002366)公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

的进展公告。

东山精密(002384)公布2015年度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信邦制药(002390)公布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北京利尔(002392)公布复牌公告。

和而泰(002402)公布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

更备案的公告。

嘉欣丝绸(002404)公布关于筹划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海康威视(002415)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康盛股份(002418)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达实智能(002421)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科伦药业(002422)公布关于使用自有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贵州百灵(002424)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告。

兆驰股份(002429)发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赣锋锂业(002460)公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金利科技(002464)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公告。

二六三(002467)公布关于董事、监事及公司

管理层承诺购买本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

金正大(002470)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新筑股份(002480)公布关于公司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公告。

佳隆股份(002495)公布关于终止重大事项

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搜于特(002503)发布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的公告。

东光微电(002504)公布201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达华智能(002512)公布关于媒体报道的澄

清公告。

宝馨科技(002514)公布关于股东协议转让

股份的补充公告。

金字火腿(002515)公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的公告。

科士达(002518)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

告。

天桥起重(002523)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

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林州重机(002535)公布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司尔特(002538)公布关于公司高管增持公

司股票的公告。

新都化工 (002539)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提议：每10股转增15股。

万和电气(002543)公布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暨继续停牌公告。

新联电子(002546)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雷柏科技(002577)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牌

公告。

圣阳股份(002580)公布关于公司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增持股份的公告。

日上集团(002593)公布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ST舜船(002608)公布关于重大诉讼事项

的公告。

东方精工(002611)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长青集团(002616)公布关于限制性股票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露笑科技(002617)公布关于子公司退还少

量政府设备补贴奖励的公告。

瑞和股份(002620)公布关于维护公司股价

稳定措施的公告。

华西能源(002630)公布2015年度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预案(更新后)。

安洁科技(002635)公布关于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克明面业(002661)公布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普邦园林(002663)公布复牌公告。

龙泉股份(002671)公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西部证券(002673)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东诚药业(002675)公布关于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重组事项的

停牌公告。

博林特(002689)公布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提示公告。

顾地科技(002694)公布2014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

红旗连锁(002697)公布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美盛文化(002699)公布停牌公告。

东易日盛(002713)公布关于公司高管关联

方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金贵银业(002716)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金一文化(002721)公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的公告。

电光科技(002730)公布临时停牌公告。

利民股份(002734)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葵花药业(002737)公布关于公司签订《关于

收购吉林省健今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意向

书》的公告。

光华科技(002741)公布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圣特材(002742)公布关于公司董事增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

木林森(002745)公布关于2015年半年度业

绩预告修正的更正公告。

永东股份(002753)公布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东方新星(002755)公布关于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的公告。

多喜爱(002761)公布关于公司完成营业执

照工商变更的公告。

金发拉比(002762)公布关于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的公告。

国恩股份(002768)公布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

科迪乳业(002770)公布董事会决议公告。

康弘药业(002773)公布关于收到药品注册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文科园林(002775)公布关于文科生态科研

中心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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