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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２０ 深华发Ａ Ｂ２１１
００００２１ 深科技 Ｂ００４
００００５５ 方大集团 Ｂ１９７
００００６８ ＳＴ华赛 Ｂ２０１
０００４０７ 胜利股份 Ｂ００４
０００５１７ 荣安地产 Ｂ１９８
０００５４５ 金浦钛业 Ｂ２１０
０００５５８ 莱茵置业 Ｂ１９９
０００６１２ 焦作万方 Ｂ２１１
０００６３８ 万方发展 Ｂ１９７
０００６７０ 盈方微 Ｂ２１１
０００６７１ 阳光城 Ｂ００３
０００６７３ 当代东方 Ｂ１９７
０００７０９ 河北钢铁 Ｂ２１１
０００７２８ 国元证券 Ｂ００３
０００７６６ 通化金马 Ｂ１９８
０００８３５ 长城动漫 Ａ１５
０００８３５ 长城动漫 Ｂ２０５
０００８８７ 中鼎股份 Ｂ２１１
０００９０２ 新洋丰 Ｂ２０４
０００９６７ 上风高科 Ｂ１９８
０００９７８ 桂林旅游 Ｂ００４
００２００２ 鸿达兴业 Ａ２３
００２００３ 伟星股份 Ｂ２１１
００２００５ 德豪润达 Ｂ００４
００２０１１ 盾安环境 Ｂ１９８
００２０８３ 孚日股份 Ｂ２０２
００２１０２ 冠福股份 Ｂ００３
００２１１１ 威海广泰 Ｂ２０３
００２１３２ 恒星科技 Ｂ１９７
００２１３７ 实益达 Ｂ１９６
００２１６７ 东方锆业 Ｂ１９８
００２１７０ 芭田股份 Ｂ２０５
００２１７４ 游族网络 Ｂ２０１
００２１８３ 怡亚通 Ｂ００３
００２１８６ 全聚德 Ｂ２００
００２２１６ 三全食品 Ｂ００４
００２２２５ 濮耐股份 Ａ２１
００２２４０ 威华股份 Ｂ００４
００２２５６ 彩虹精化 Ｂ１９８
００２２５６ 彩虹精化 Ｂ２０８
００２２９２ 奥飞动漫 Ｂ００２
００２３１８ 久立特材 Ｂ００３
００２３３６ 人人乐 Ｂ００３
００２３５９ 齐星铁塔 Ｂ１９８
００２３６０ 同德化工 Ｂ１９８
００２３６３ 隆基机械 Ｂ２１１
００２４１７ ＳＴ元达 Ｂ１９８
００２４２８ 云南锗业 Ｂ２０１
００２４２９ 兆驰股份 Ｂ２０２
００２４５０ 康得新 Ｂ１９９
００２４５２ 长高集团 Ｂ００３
００２４５７ 青龙管业 Ｂ２０１
００２４７０ 金正大 Ｂ２０２
００２４９８ 汉缆股份 Ｂ１９９
００２５５７ 洽洽食品 Ｂ２１１
００２５７５ 群兴玩具 Ｂ００４
００２５９２ 八菱科技 Ｂ００２
００２６００ 江粉磁材 Ｂ００３
００２６０１ 佰利联 Ｂ２０２
００２６０３ 以岭药业 Ｂ２０１
００２６２９ 仁智油服 Ｂ２００
００２６４５ 华宏科技 Ｂ２１０
００２６６３ 普邦园林 Ｂ２１１
００２７１７ 岭南园林 Ｂ１９９
００２７１８ 友邦吊顶 Ｂ２０１
３００１５５ 安居宝 Ｂ００３
３００４０１ 花园生物 Ｂ１９７
６０００３９ 四川路桥 Ｂ１９９
６００１３９ 西部资源 Ｂ２０２
６００１６２ 香江控股 Ｂ１９９
６００２３６ 桂冠电力 Ｂ００４
６００２６１ 阳光照明 Ｂ２１１
６００２６６ 北京城建 Ａ１５
６００３５５ 精伦电子 Ｂ２００
６００４３８ 通威股份 Ｂ２００
６００５４８ 深高速 Ｂ２００
６００５５８ 大西洋 Ｂ１９９
６００５６６ 济川药业 Ｂ２００
６００５９０ 泰豪科技 Ｂ１９９
６００６４１ 万业企业 Ｂ２００
６００６８７ 刚泰控股 Ｂ２０１
６００７１９ 大连热电 Ｂ２０２
６００８６３ 内蒙华电 Ｂ２０１
６００９７８ 宜华木业 Ｂ１９９
６００９８１ 汇鸿股份 Ｂ２００
６０１３１３ 江南嘉捷 Ｂ００３
６０１６３６ 旗滨集团 Ｂ２０７
６０１６７７ 明泰铝业 Ｂ２１０
６０３０２２ 新通联 Ｂ２０４
６０３５１８ 维格娜丝 Ｂ００４

四川九歌 Ａ０６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８
中海合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２

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１６４
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５
易方达增金宝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０８５

泰达宏利改革动力量化
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９

易方达新经济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９
兴业年年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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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开源中证大农业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４

天弘云端生活优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４８

中银恒利半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８
天弘增益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４８

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５

中金绝对收益策略定期
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４６

易方达改革红利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１
信达澳银转型创新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２
中欧瑾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９

中欧精选灵活配置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５８

上投摩根卓越制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２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８
易方达裕如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５
泰达宏利创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０

中欧瑾源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９
申万菱信多策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８
融通互联网传媒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１
前海开源优势蓝筹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５

中欧琪和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８

泰达宏利复兴伟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４０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９
易方达新常态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０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１４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２８

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９
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９

天弘新活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５０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０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４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８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６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００

易方达资源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３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量化增
强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９
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５

易方达双月利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３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７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
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０５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１０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１３
融通通福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７
银华沪深３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８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５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６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１０５
招商保证金快线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１４３
易方达深证１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基金 Ｂ０９３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
产业（ＴＭＴ）５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３８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３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８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２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
资基金（ＬＯＦ） Ｂ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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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６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４

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
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８３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４

银河沪深３００成长增强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３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０６
融通通利系列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０８
融通通利系列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０８

融通通利系列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０８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０６
融通巨潮１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１０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１

融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０
融通内需驱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９
融通深证成份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０９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５
融通岁岁添利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９
融通标普中国可转债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１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４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６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４２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２
招商双债增强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７

招商沪深３００高贝塔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０
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０
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２

招商沪深３００地产等权
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４０

招商丰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１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６
银华深证１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５
银华信用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２３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２７
银华中证等权重９０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９
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４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８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１

银华中证中票５０指数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Ｂ１１８

银华永兴纯债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１

银华中证８００等权重指
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１９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８
银华永益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１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９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７
万家行业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７
万家中证红利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５６

万家添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５９
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７
万家强化收益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１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
长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８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周
期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８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稳
定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８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３３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０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３７
泰达宏利效率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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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４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５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７

泰达宏利品质生活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３６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９
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２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６
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７

泰达宏利中证５００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３

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
４０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４５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６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０２６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９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
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２８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９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０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２
兴全沪深３０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２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１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８２
兴全轻资产投资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０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９

天治核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５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１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７６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９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７２
中银动态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９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１

中银行业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２
中银中证１０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０
中银蓝筹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５

中银价值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６
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２
中银全球策略证券投资
基金（ＦＯＦ） Ｂ１７３
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０

中银中小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１
中银信用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３
中银沪深３００等权重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７７
中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８０

中银盛利纯债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７３

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７
中银产业债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９
中海惠裕纯债分级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０
中海惠丰纯债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１

天弘鑫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９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１
天弘丰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３

天弘同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１
新华惠鑫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４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８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４

信诚深度价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５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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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４
信诚中证５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９
信诚新机遇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０７３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
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０７５
信诚沪深３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８
信诚周期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８
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４

信诚中证８００医药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９
信诚中证８００有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８
信诚中证８００金融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９

信诚中证ＴＭＴ产业主
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６８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５６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６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７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０

中欧沪深３０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Ｂ１６１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５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５６
中欧鼎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１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
型基金 Ｂ１５７
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５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６０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２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０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６２

中欧纯债添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１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３
浙商沪深３０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４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２１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３２

银华－道琼斯８８精选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１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２７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长股票基金 Ｂ１２０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０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６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０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９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１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３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２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２

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０

银华上证５０等权重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２５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２６
招商安泰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４４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４４
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４
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６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７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１

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３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８

招商上证消费８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３９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５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
产业（ＴＭＴ）５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Ｂ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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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５
招商优势企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４
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４２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投
资基金 Ｂ１３６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３
７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３９
７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２２４

招商央视财经５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５
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５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６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４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４
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４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２

泰信优势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２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５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２
泰信发展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５

泰信周期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１
泰信中证２０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４１
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１

泰信现代服务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３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３１
申万菱信沪深３００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７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０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０３１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９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３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７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１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０
申万菱信沪深３００价值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７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０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６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８１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８１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９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９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８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０
天治财富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５６
天治品质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４
天治创新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５

天治稳健双盈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４
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４
天治成长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６
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２１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２
上投摩根中证消费服务
领先指数基金 Ｂ０１２

上投摩根核心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２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０
上投摩根智选３０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３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３

上投摩根强化回报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９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８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８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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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３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４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４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０
上投摩根健康品质生活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１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５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５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９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４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９

上投摩根中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３
中银理财１４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４
中银理财７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４
中银稳健添利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２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５０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７
中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３
中海优质成长证

!

投资
基金 Ｂ１５３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２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８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９

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８

中海环保新能源主题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５１

中海消费主题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７
中海上证５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８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５２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４９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９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７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０５０

天弘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４７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３
融通通乾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７
易方达科瑞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８３
银河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４
易方达上证５０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４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９４

招商上证消费８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３９

中银上证国有企业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７３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００

银华上证５０等权重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２５

上投摩根上证１８０高贝
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８

万家上证３８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０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０２

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２７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医药卫
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９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非银行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１

博时标普５０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２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９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９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０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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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８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０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８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３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９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４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１

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３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５
新华信用增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１

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２
新华鑫安保本一号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２
万家１８０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６２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２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９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６１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９
万家信用恒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８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６１
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５
银河泽利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６

银河现代服务主题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１４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２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９
银河岁岁回报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２
银河美丽优萃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７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０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１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０９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１

银河沪深３００价值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２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０
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１６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５
银河润利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润利 Ｂ１１７
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１

银河定投宝中证腾安价
值１００指数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３

银河消费驱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１７

银河主题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９
交银施罗德成长３０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２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７３
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６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４
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７５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７
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１

信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７０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７７
信诚理财７日盈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６

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３
信诚优质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１
益民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０８
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８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７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９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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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７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５
中邮上证３８０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６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５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６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５
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５

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５
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４
信达澳银红利回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４

信达澳银产业升级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４
信达澳银消费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３
信达澳银信用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３
英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４６

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４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０９２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８
中银消费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１

新华鑫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１

银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
组合３０ ／ ７０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１９

上投摩根成长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５
天治可转债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５
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２

易方达纯债１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３
中银美丽中国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４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６

招商安润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５
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０
中海安鑫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３
泰达宏利高票息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９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６
中银保本二号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０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３

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１
信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２
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３
天弘稳利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０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１
上投摩根岁岁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７
信诚季季定期支付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７

易方达恒久添利１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０９９

中邮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９

融通通泽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６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４
银华永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２２
中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５２

中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１
中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Ａ２４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７

中海惠利纯债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１
泰达宏利淘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４

上投摩根转型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１２

易方达易理财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０８７
信诚年年有余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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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惠利纯债半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７７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７
泰达宏利瑞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５

招商标普高收益红利贵
族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４３

易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８
信诚月月定期支付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０

益民服务领先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８

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８５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６
中银优秀企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２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９０

易方达裕惠回报定期开
放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８６

融通月月添利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５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２
英大领先回报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６
融通通瑞一年目标触发
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７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６６
中信建投稳信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２

泰达宏利养老收益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２
上银新兴价值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５
上投摩根民生需求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０

招商丰盛稳定增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４１

永赢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５４
前海开源可转债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６
中银活期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７６

中邮核心竞争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８
兴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７
信诚幸福消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７１
中邮双动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６６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８
天弘通利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５１
兴全添利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７８
中邮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６７
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６
招商招财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３３

中银健康生活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５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３
中海积极收益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９

信诚薪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７２
易方达创新驱动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４
银华多利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３０
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６

国寿安保沪深３００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２１３
上投摩根优信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４
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０９０
中银聚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５

中银聚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２２５
招商招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３４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１０５

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６６
前海开源沪深３００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６
银华活钱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２８
天弘季加利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２

中海惠祥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０
招商丰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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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摩根现金管理货币
市场基金 Ｂ０１５
前海开源新经济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５

前海开源大海洋战略经
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８７

鑫元鸿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６７

中银薪钱包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８３
易方达天天增利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０９１
中邮多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９
上投摩根天添宝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０１７

融通转型三动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０５
兴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０７
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０
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 Ｂ１６３
招商行业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５
万家现金宝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８

前海开源中国成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８４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９５
银华双月定期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２４
中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４６
中信建投稳利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３

中银新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７０
招商招利１个月期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３

中银安心回报半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８０

新华财富金３０天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５
银华高端制造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０

泰达宏利转型机遇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３２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４
上投摩根天添盈货币市
场基金 Ｂ０１６

中海医药健康产业精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５４

中金现金管家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０４６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１６
上投摩根纯债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２３
中欧睿达定期开放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７

鑫元半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７
新华阿鑫一号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９６
新华活期添利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１９３

银华回报灵活配置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２８

鑫元合丰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７

英大现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１４６

前海开源股息率１００强
等权重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１８７

中邮现金驿站货币市场
基金 Ｂ１６５
中信建投睿信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６３
前海开源睿远稳健增利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Ｂ１８６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２

易方达沪深３００非银行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０１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３５
天弘沪深３００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２
天弘中证５００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７

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０７

中邮核心科技创新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６８

前海开源大安全核心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８７

新华万银多元策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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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增盈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８９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７１
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９５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０４
易方达５０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１０６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９７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Ｂ０９８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１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７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７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４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６
易方达科翔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９６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８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４

易方达深证１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Ｂ０９３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

Ｂ０９４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０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８７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Ｂ１０３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６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０９５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Ｂ１０２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９２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１０２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０４
万家日日薪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６０

创金合信基金 Ａ１７
长信基金 Ｂ２１０
富国基金 Ｂ２０６
光大保德信基金 Ｂ２１１
广发基金 Ｂ２０８
国泰基金 Ｂ２１０
国投瑞银基金 Ｂ２０８
工银瑞信基金 Ｂ２１０
华安基金 Ｂ２０３
华商基金 Ｂ１９７
华夏基金 Ｂ１９７
中海可转换债券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９

泰达宏利信用合利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Ｂ０３３

嘉实基金 Ｂ１９７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Ｂ１９７
民生加银基金 Ｂ１９７
诺安基金 Ｂ２１０
南方基金 Ｂ２０６
平安大华基金 Ｂ２０３
浦银安盛基金 Ｂ２１０
前海开源基金 Ｂ２０３
融通基金 Ｂ２１０
上投摩根基金 Ｂ２１１
天弘基金 Ｂ２１０
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
金 Ｂ０４８

泰信基金 Ｂ２０９
万家基金 Ｂ１９７
西部利得基金 Ｂ００４
信诚基金 Ｂ２１０
信达澳银基金 Ｂ２０１
新华基金 Ｂ２０１
易方达基金 Ｂ２１１
中欧基金 Ｂ２１１
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０４３
天治研究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３
万家双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Ｂ０６０
万家新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０５８
泓德基金 Ｂ２０３
中海医疗保健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４７

中海优势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４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Ｂ１５５

交易提示

山东地矿(000409)因重大事项停牌一天。

木林森(002745)特别停牌。

西藏旅游(600749)因重要事项未公告，自7月20日起连续停牌。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布

关于长信中证中央企业10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LOF)停牌提示性的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变更富国高新技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医疗保健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名称并修改基金合同

部分条款的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

布关于光大保德信添盛双月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第4期运作周

期开放日安排的公告。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旗下基金增加中期资产、汇付天下为销

售机构及开通定投业务并参与其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

的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旗下公募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

的提示性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公布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平安证

券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西部利得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变更基金类型并相应修订基金

合同部分条款的公告。

深华发Ａ(000020)公布关于中止重大事

项暨复牌的公告。

深科技(000021)公布股票复牌公告。

特力Ａ(000025)公布关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公告。

*ST华赛(000068)公布股票交易价格异

常波动公告。

胜利股份(000407)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荣安地产(000517)公布关于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的公告。

金浦钛业(000545)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

展公告。

莱茵置业(000558)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万方发展(000638)公布复牌公告。

荣丰控股(000668)公布关于股票存在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

公告。

盈方微(000670)公布复牌公告。

阳光城(000671)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告。

当代东方(000673)公布复牌公告。

河北钢铁(000709)公布非公开发行停牌

进展公告。

国元证券(000728)公布2015年度第二期

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斯太尔(000760)公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

通化金马(000766)公布关于筹划重组停

牌期满再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长城动漫(000835)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

四川路桥 (600039) 公布关于公司债券

“13川路桥” 2015年付息的公告。

西部资源(600139)公布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公告。

香江控股(600162)公布2014年度分红派

息实施公告。

桂冠电力(600236)公布2014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阳光照明(600261)公布关于收到财政补

贴资金的公告。

北京城建(600266)公布2015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精伦电子(600355)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通威股份(600438)公布关于控股股东一

致行动人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的公告。

洪城水业(600461)公布2014年度分红派

息实施公告。

深高速(600548)公布“11深高速” 付息

公告。

大西洋(600558)公布2014年度利润分配

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济川药业(600566)公布201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泰豪科技(600590)公布2015年半年度业

绩预盈公告。

龙溪股份(600592)公布2014年度分红派

息实施公告。

万业企业(600641)公布重大资产重组继

续停牌公告。

刚泰控股(600687)公布关于签署《股权

合作框架协议》暨复牌的公告。

大连热电(600719)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内蒙华电(600863)公布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宜华木业(600978)公布关于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停牌进展的公告。

汇鸿股份(600981)公布2014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江南嘉捷(601313)公布关于前10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情况的公告。

旗滨集团(601636)公布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明泰铝业(601677)公布关于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公告。

新通联(603022)公布第二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

维格娜丝(603518)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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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版位提示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中鼎股份(000887)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凯迪电力(000939)公布2011年公司债券

2015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上风高科(000967)公布非公开发行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提示公告。

桂林旅游(000978)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鸿达兴业(002002)公布新增股份变动报

告及上市公告书。

伟星股份(002003)公布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德豪润达(002005)公布股票复牌公告。

盾安环境(002011)公布复牌公告。

江山化工(002061)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景兴纸业(002067)公布关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公告。

冠福股份(002102)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

牌公告。

东港股份(002117)公布股票交易异动公

告。

天邦股份(002124)公布2014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

实益达(002137)公布2015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东方锆业(002167)公布股票复牌公告。

芭田股份(002170)公布2015年半年度报

告。

游族网络(002174)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怡亚通(002183)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全聚德(002186)公布2015年半年度业绩

快报。

三全食品(002216)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东华能源(002221)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濮耐股份(002225)公布公开发行2015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威华股份(002240)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彩虹精化(002256)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

展公告。

奥飞动漫(002292)公布股票期权第一期

自主行权公告。

久立特材(002318)公布重大事项复牌公

告。

人人乐(002336)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禾欣股份(002343)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马中骏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批复》。

齐星铁塔(002359)公布股票交易异动公

告。

同德化工(002360)公布公司股票复牌公

告。

隆基机械(002363)公布复牌公告。

长青股份(002391)公布关于已不符合解

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ST元达(002417)公布关于股份转让和

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进展的公告。

云南锗业(002428)公布公司股票复牌公

告。

康得新(002450)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告。

长高集团(002452)公布关于公司部分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公告。

青龙管业(002457)公布2015年度半年报

业绩快报。

金正大(002470)公布关于签订《关于金

正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的公告。

富春环保(002479)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汉缆股份(002498)公布关于签订投资意

向协议的公告。

洽洽食品(002557)公布关于股票继续停

牌的公告。

群兴玩具(002575)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延期复牌及进展的公告。

八菱科技(002592)公布关于与北京大风

文化艺术投资有限公司、贺立德、覃晓梅签署

文化演艺事业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江粉磁材(002600)公布关于注销募集资

金账户的公告。

以岭药业 (002603)公布关于公

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

权的公告。

仁智油服 (002629)公布重大事

项停牌进展公告。

*ST申科(002633)公布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公告。

京威股份 (002662)公布重大事

项继续停牌公告。

普邦园林 (002663)公布关于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浙江世宝 (002703)公布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岭南园林(002717)公布关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友邦吊顶(002718)公布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公告。

梅泰诺(300038)公布重大事项

进展暨复牌公告。

当升科技 (300073)公布复牌公

告。

数字政通 (300075)公布股票复

牌公告。

嘉寓股份 (300117) 公布复牌公

告。

燃控科技(300152)公布关于股票

复牌的提示公告。

聚龙股份(300202)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欣旺达 (300207)公布重大事项

复牌公告。

光韵达(300227)公布股票复牌公

告。

兴源环境 (300266)公布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华鹏飞 (300350)公布公司股票

复牌公告。

光一科技 (300356)公布公司股

票复牌公告。

东方网力 (300367)公布关于重

大事项进展及复牌的提示公告。

三联虹普 (300384)公布复牌公

告。

广生堂 (300436)公布关于完成

工商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