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烯碳新材(000511)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的公告。

丽珠集团(000513)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

万泽股份(000534)公布对外投资进

展公告。

中天城投(000540)公布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中原环保(000544)公布第七届董事

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沙隆达Ａ(000553)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莱茵置业(000558)公布201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万向钱潮(000559)公布第七届董事

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西安民生(000564)公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

兴蓉环境 (000598)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更正公

告。

盛达矿业(000603)公布八届八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

阳光股份(000608)公布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新华联(000620)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

牌公告。

高新发展(000628)公布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铜陵有色(000630)公布关于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ST中富(000659)公布201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经纬纺机(000666)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

阳光城(000671)公布2015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

上峰水泥(000672)公布关于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当代东方(000673)公布关于由副总经

理代行财务总监职责的公告。

*ST海龙(000677)公布董事会关于筹

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大连友谊(000679)公布关于筹划重

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

视觉中国(000681)公布关于签订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中山公用(000685)公布201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亚太实业(000691)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华泽钴镍(000693)公布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模塑科技(000700)公布第九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厦门信达(000701)公布2015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双环科技(000707)公布重大事项继

续停牌公告。

*ST京蓝(000711)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锦龙股份(000712)公布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房地产 (000736) 公布公开发行

2015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新华制药(000756)公布2014年年度A

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通化金马(000766)公布第八届董事会

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中航飞机(000768)公布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

广发证券(000776)公布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中山公用拟对所持本公司部分

股权实施市值管理的提示性公告。

美达股份(000782)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的公告。

甘肃电投(000791)公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

华闻传媒(000793)公布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公告。

烟台冰轮(000811)公布董事会2015年

第八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金城股份(000820)公布关于股东股

份司法冻结进展的公告。

太钢不锈(000825)公布2012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12太钢03)付息公告。

天音控股(000829)公布第七届董事

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鑫茂科技(000836)公布关于控股股

东股权解质押的公告。

湖北能源(000883)公布第八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鼎股份(000887)公布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ST星美(000892)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的公告。

*ST天化(000912)公布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电广传媒(000917)公布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收购资产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嘉凯城(000918)公布关于公司董、监

事会延期换届的公告。

佳电股份(000922)公布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中钢国际(000928)公布201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凯迪电力(000939)公布第七届董事

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首钢股份(000959)公布2014年度分

红派息实施公告。

锡业股份(000960)公布关于“11锡业

债” 2015年付息的公告。

中南建设(000961)公布关于维护股价

稳定措施的公告。

浪潮信息(000977)公布201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桂林旅游 (000978)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更新

后)。

南江B(200160)公布关于筹划重大事

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雷伊B(200168)公布重大事项继续停

牌公告。

华邦颖泰(002004)公布关于对拟发

行公司债券进行更名的公告。

中航机电(002013)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

亿帆鑫富(002019)公布关于全资子公

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中捷资源(002021)公布关于终止筹划

重大事项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巨轮股份(002031)公布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同洲电子(002052)公布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钢天源(002057)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凯瑞德(002072)公布第六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软控股份 (002073) 公布关于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太阳纸业(002078)公布201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金螳螂(002081)公布关于更换保荐代

表人的公告。

万丰奥威(002085)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票阶段性进展的公告。

浔兴股份(002098)公布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威海广泰(002111)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进展的公告。

广宇集团(002133)公布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拓邦股份(002139)公布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的进展公告。

东华科技(002140)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宁波银行(002142)公布关于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核准的公告。

北斗星通(002151)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事项停牌的公告。

通富微电(002156)公布关于公司股票

停牌的公告。

莱茵生物(002166)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的公告。

新嘉联(002188)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武汉凡谷(002194)公布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海亮股份(002203)公布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拓日新能(002218)公布关于旗下互联

网金融服务平台“天加利”试上线运营的公

告。

恒康医疗(002219)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东华能源(002221)公布2015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大华股份(002236)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大洋电机(002249)公布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彩虹精化(002256)公布关于股权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上市流通的提

示公告。

川润股份(002272)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奥飞动漫(002292)公布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ST云网 (002306) 公布继续停牌公

告。

中利科技(002309)公布关于与定远县

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东方园林(002310)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海大集团(002311)公布关于对外投资

成立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的进展公告。

普利特(002324)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洪涛股份 (002325) 公布继续停牌公

告。

永太科技(002326)公布关于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完成增持计划的公告。

皇氏集团 (002329)201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每10股转增18股。

鼎泰新材(002352)公布关于5%以上

股东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回购交易的公告。

康力电梯(002367)公布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黑牛食品(002387)公布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新亚制程(002388)公布关于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北京利尔(002392)公布关于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票面利率的公告。

省广股份(002400)公布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公告。

爱施德(002416)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解

除质押及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ST元达(002417)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棕榈园林(002431)公布关于与北京林

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中原内配(002448)个关于更换保荐

代表人的公告。

松芝股份(002454)公布关于筹划股权

激励事项的停牌公告。

金利科技(002464)公布关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公告。

二六三 (002467) 公布关于变更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的公告。

中超电缆(002471)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榕基软件(002474)公布重大事项继续

停牌公告。

新筑股份(002480)公布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

浙江永强(002489)公布重大事项继

续停牌公告。

荣盛石化(002493)公布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辉丰股份(002496)公布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弘高创意(002504)公布关于监事短线

交易的公告。

*ST集成(002506)公布关于公司股票

恢复上市首日的提示性公告。

涪陵榨菜(002507)公布关于公司董事

辞职的公告。

达华智能(002512)公布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泰亚股份(002517)公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

顺荣三七(002555)公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

西陇化工(002584)公布关于201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比亚迪(002594)公布2015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盛通股份(002599)公布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的公告。

姚记扑克(002605)公布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亚夏汽车(002607)公布关于更换保荐

代表人的公告

长青集团(002616)公布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赞宇科技(002637)公布关于股东股份

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顺威股份 (002676)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龙洲股份(002682)公布关于选举职工

代表监事的公告。

猛狮科技(002684)公布关于公司参与

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的进展公告。

奥瑞金(002701)公布关于与红牛开展

二维码项目的进展公告。

金贵银业(002716)公布关于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的公告。

岭南园林(002717)公布关于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

国信证券 (002736) 公布关于公司

2015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

告。

万达院线(002739)公布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爱迪尔(002740)公布关于下属子公司

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木林森(002745)公布关于召开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新后)。

真视通(002771)公布201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柏堡龙(002776)公布关于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信维通信(300136)公布关于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

沃森生物(300142)公布关于13价肺炎

疫苗在俄罗斯获得Ⅲ期临床试验批件的公

告。

南方泵业(300145)公布关于收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的公

告。

东方国信(300166)公布关于监事增持

股份的公告。

天晟新材(300169)公布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的公告。

聚光科技(300203)公布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披露提示暨复牌的公告。

易华录(300212)公布复牌公告。

电科院(300215)公布关于取得专利证

书的公告。

方直科技 (300235) 公布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卫宁软件(300253)公布第三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慈星股份(300307)公布2015年7月及

1-7月部分生产经营业绩及担保风险提示

性公告。

易事特(300376)公布关于获得中国合

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的

公告。

田中精机 (300461)201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

(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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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63

三湘股份 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571,450,661 564,070,661 2015-8-12

002585

双星新材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7

家

176,527,642 176,527,642 2015-8-12

002692

远程电缆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3

名

217,248,665 217,248,665 2015-8-12

603077

和邦生物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600,000,000 600,000,000 2015-8-13

002145

中核钛白 李建锋

121,177,463 30,000,000 2015-8-13

600151

航天机电 航天投资

45,484,590 45,484,590 2015-8-14

600850

华东电脑 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等

150,713,387 150,713,387 2015-8-14

603003

龙宇燃油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等

137,888,650 137,888,650 2015-8-17

600568

中珠控股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2,949,767 2,949,767 2015-8-18

600079

人福医药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0,121,964 19,152,152 2015-8-19

证券代码：

002298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公告编号：

2015-60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鑫龙电器” ）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已取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详见登载于2015年7月28日的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有关公告。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兴发” ）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中电兴

发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交付、过户情况

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于 2015年 8月 7日核发的

110000005103690《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查询，中电兴发股东已变更为鑫龙电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后续事项

鑫龙电器尚需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就本次

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

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上述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同

时还需进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工作， 并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

鑫龙电器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二、关于本次交易实施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

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出具了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鑫龙电器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必要的授权和

批准，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法定条件。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鑫龙电器已

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鑫龙电器本次交易实施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

不存在实质障碍，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二）律师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

大资产重组的的法律顾问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8月11日出具了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具备标的资产过

户的法定条件；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鑫龙电器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

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备查文件

1、《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户

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户

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3、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44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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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增加土地储备，增强可持

续发展能力，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浙

江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参与了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组织

的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成功竞得杭政储出[2015]19号地块的土地使用

权，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杭政储出[2015]19号地块的具体情况

1、地块位置：杭政储出[2015]19号地块位于拱墅区（桃源单元R21-11地

块）,�东至沈半路,南至下塘河绿化,西至政府储备地块[杭玻地块（二）]，北

至政府储备地块[杭玻地块（一）]。

2、地块面积：总出让土地面积为41,295平方米。

3、用地性质及使用年限：宗地的用地性质为住宅（设配套公建）用地。 其

中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配建商业部分使用年限为40年。

4、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不大于2.5，绿地率不小于30%，建筑密度不大于

30%，建筑限高85米。地块内设置公厕一处，建筑面积不少于60平方米，地块内

按每百户30平方米设置社区居委会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525平方米。 按每百

户20平方米，且不小于100平方米设置社区居家养老设施一处。 设置体育健身

点一处。 以上面积包括在容积率规定的面积之内，建成后无偿移交相关部门。

5、成交价格：人民币70,500万元

6、竞拍主体：浙江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付款方式：2015年9月10日之前支付总价款的50%（其中出让总价款的

20%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受让人已支付的挂牌竞买保证金可抵冲定金，受让

人已支付的定金抵冲本期出让价款），余下全部出让价款于2016年4月10日之

前付清。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授权董事会自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日止，批准公司（含控

股子公司）购买经营性土地（含通过股权收购购买经营性土地）的金额合计

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自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日至今，公司（含控股

子公司）尚未购买经营性土地（含通过股权收购购买经营性土地）。 公司全资

子公司浙江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与及杭政储出[2015]19号地块土地使

用权竞拍的合计出资金额将不超过股东大会的授权额度。

二、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影响

杭政储出[2015]19号地块距离公司2013年取得的杭政储出[2013]28号地

块仅600米，能够合为一个项目开发。 本次土地使用权竞买符合公司的土地储

备策略， 增加公司权益储备土地面积41,295平方米， 权益最多可建建筑面积

103,237.5平方米。 预计项目收益率将不低于公司平均投资收益率水平,进一

步提升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本次土地出让金根据出让合同要求于2015年9月

10日之前支付总价款的50%（其中出让总价款的20%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

受让人已支付的挂牌竞买保证金可抵冲定金， 受让人已支付的定金抵冲本期

出让价款），余下全部出让价款于2016年4月10日之前付清。 公司将通过自筹

资金方式解决。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风险提示

本次竞拍是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当前市场状况下并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的

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的，但由于宏观经济存在不确定性，房地产行业具有周期

性性波动，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较长，因此公司存在上述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收

益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成交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5

—

104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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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11日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小如先生的通知：

蔡小如先生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21,000,000股（占其本人持

股总数的11.85%，占公司股本总数的5.93%）高管锁定股份已于2015年8月7

日办理完毕解除质押手续。 蔡小如先生于2014年8月7日、2014年8月8日合计

将其所持公司股份中的21,000,000股高管锁定股，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融资（详见公司于 2014年8月13日在指定信息媒体披露的《达华智

能：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办理质押和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8）。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蔡小如先生持有公司 177,202,052�股股份（其中

蔡小如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76,510,380股股份， 通过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设立的华润信托*润金 7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间接持有公司691,672� 股

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0.02%，其中：无限售流通条件股份 44,300,513

股， 占其本人持股总数的25%，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2.50%； 高管锁定股份

132,901,539股，占其本人持股总

数的 75%，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7.51%。（因四舍五入，小数点存在误差）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蔡小如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59,200,000

股，占蔡小如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33.41%，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6.71%，其

中：处于质押状态的无限售流通条件股份16,300,000股，占蔡小如先生所持

公司股份总额的9.20%，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60%；处于质押状态的高管锁定

股份42,900,000股，占蔡小如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24.21%，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12.11%。

备查文件：

《合并交割单》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988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

2015-046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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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活动基本情况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经营状况、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等

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拟举行2015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二、活动召开的时间、方式

活动时间：2015年8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00-16:00

活动方式： 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

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赵强

先生，董事会秘书周新兵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8月17日17:00时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传真或者

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活动中选择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可在 8月18日 14:00-16:00登录“内蒙古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dqhd/neimenggu/）在线直接参

与交流。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 周新兵、董淑宝

联系电话：0476-8283822

联系传真：0476-8283075

联系邮箱：A600988@126.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活动。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5-063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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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15日披

露了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44），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5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并分

别于2015年7月22日、2015年7月29日、2015年8月5日披露了 《宁夏大元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5-054、临

-2015-059、临-2015-062）。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有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

就本次标的资产处置方案及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沟通与协商。由于相关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346

证券简称：大橡塑 公告编号：

2015-057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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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因实际控制

人———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6月9日起停牌。 经申请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8日起继续停牌一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

每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有关各方正在积极全力推进本次重组的工作，中介机构

正在开展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重组相关各方已签署《重大资产重组合作

框架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5-055号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

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及时公告并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257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编号：

2015-044

号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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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10日，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2429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

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

2015-096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

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5年7月3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1297号）（以下简称 “反馈

意见” ）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 《反馈意见》 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 并按照

《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问题答复，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

见回复进行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将于披露后2个工

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董事会将根

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能否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景瑞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750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10583

基金类型 股票基金

、

指数基金

管理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3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创金合信沪港深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62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23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12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宝盈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487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3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19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南方国策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92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4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融通中证大农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61630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永赢量化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565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7

月

27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6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中欧睿尚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15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6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6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长信富民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19955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7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7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富恒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001086

C:001087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3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72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国泰央企改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26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3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泓德泓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95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15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东兴改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708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7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融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797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新华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82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2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东方红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712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8

月

31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702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6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2

日

基 金 发 行 提 示

■ 责编：刘勇 阳海燕 电话：

010－63070453 E-mail:zbs@z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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