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国兴地产(000838)公布关于第八

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中信国安(000839)公布关于筹

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海印股份(000861)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示性公告。

三湘股份(000863)公布2014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吉电股份(000875)公布第六届

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茂业物流(000889)公布2014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中关村(000931)公布第五届董

事会2015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

建峰化工(000950)公布关于天

然气价格调整对公司影响情况的公告。

中国重汽(000951)公布2015年

7月份产销快报公告。

银泰资源(000975)公布关于举行

2015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闽东电力(000993)公布关于中

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票情况的说明。

鸿达兴业(002002)公布重大事

项停牌进展公告。

德豪润达(002005)公布关于收

到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的公告。

天奇股份(00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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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新药业(002020)公布201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山东威达(002026)公布重大事

项停牌进展公告。

兔宝宝(002043)公布关于大股

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国光电器(002045)公布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公告。

宝鹰股份(002047)公布关于重

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同洲电子(002052)公布关于重

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瑞泰科技(002066)公布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公告。

景兴纸业(002067)公布关于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众和股份(002070)公布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

沙钢股份(002075)公布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雪莱特(002076)公布关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雪莱特(002076)公布关于限制

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中材科技(002080)公布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新野纺织(002087)公布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变科技(002112)公布关于5%以

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回购交易的公告。

露天煤业(002128)公布关于举行

2015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中环股份(002129)公布2015年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沃尔核材(002130)公布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公告。

利欧股份(002131)公布2015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实益达(002137)公布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顺络电子(002138)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示性公告。

荣盛发展(002146)公布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通润装备(002150)公布发条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

芭田股份(002170)公布201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澳洋科技(002172)公布关于控

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的公告。

艾派克(002180)公布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获中国证监会并购

重组委员会无条件审核通过暨公司

股票复牌的公告。

劲嘉股份(002191)公布关于重

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武汉凡谷(002194)公布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准油股份(002207)公布重大事

项停牌进展公告。

宏达新材(002211)公布重大事

项继续停牌公告。

南洋股份(002212)公布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延期

复牌的公告。

大立科技(002214)公布重大事

项停牌进展公告。

合力泰(002217)公布201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江南化工(002226)公布关于投

资云端机器人大脑项目进展的公告。

塔牌集团(002233)公布关于股

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天威视讯(002238)公布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澳洋顺昌(002245)公布股东股

权质押公告。

华东数控(002248)公布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大洋电机(002249)公布2015年

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美邦服饰(002269)公布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公告。

奇正藏药(002287)公布关于使

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进展公告。

宇顺电子(002289)公布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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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2015年

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齐心集团(002301)公布2014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南国置业(002305)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东方园林(002310)公布重大工

程中标公告。

海大集团(002311)公布201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久立特材(002318)公布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联电气(002323)公布关于全

资子公司项目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永太科技(002326)公布关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皇氏集团(002329)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得利斯(002330)公布关于股价

异动的公告。

英威腾(002334)公布股价异动

公告。

漫步者(002351)公布关于延长

增持股份期限的提示性公告。

天神娱乐(002354)公布关于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无条件

审核通过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森源电气(002358)公布继续停

牌公告。

隆基机械(002363)公布关于公

司董事长、高管、中层管理人员增持

公司股票的公告。

丹甫股份(002366)公布关于举

行2015年半年报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伟星新材(002372)公布关于股

东解除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章源钨业(002378)公布关于控

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鲁丰环保(002379)公布关于股

东追加部分股份锁定的公告。

合众思壮(002383)公布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公告。

东山精密(002384)公布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和解除质押的公告。

新亚制程(002388)公布201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信邦制药(002390)公布关于控

股子公司为下属医院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康盛股份(002418)公布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中南重工(002445)公布第二届

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欧菲光(002456)公布关于闲置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

圣莱达(002473)公布关于董事

长、董事会秘书、董事辞职的公告。

浙江永强(002489)公布关于利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公告。

通鼎互联(002491)公布关于控股

股东约定购回交易延期购回的公告。

辉丰股份(002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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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缆股份(002498)公布关于设

立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大康牧业(002505)公布关于复

牌的公告。

涪陵榨菜(002507)接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审核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事项。 经申请，公司

股票自2015年8月13日开市起停牌。

林州重机(002535)公布关于完

成受让子公司股权及工商变更登记

的公告。

天沃科技 (002564) 公布关于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公告。

德力股份(002571)公布关于对

外投资的公告。

群兴玩具(002575)公布2015年

度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好想你(002582)公布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公告。

*ST舜船(002608)公布第三届

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蒙发利(002614)公布关于厦门

蒙发利营销有限公司全国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完工的公告。

瑞和股份(002620)公布复牌公

告。

中科金财(002657)公布关于高

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奥马电器(002668)公布2015年

第二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西部证券 (002673) 公布关于

2015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

成的公告。

龙洲股份(002682)公布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心堂(002727)公布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富煌钢构(002743)公布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锐德(300001)公布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

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赛为智能(300044)公布关于控

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新研股份(300159)收到中国证

监会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召开工

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自2015年8月13日开市起停牌。

东方电热(300217)公布关于控

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完成

的公告。

金信诺(300252)公布关于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上市流通的提

示性公告。

仟源医药(300254)公布关于控

股子公司获得发明专利的公告。

华宇软件(300271)收到中国证

监会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审核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

股票于2015年8月13日开市起停牌。

汇冠股份(300282)公布2014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任子行(300311)公布关于向丁

伟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晶盛机电(300316)公布关于召

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示性公告。

华虹计通(300330)公布2014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泰格医药(300347)公布关于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

蒙草抗旱(300355)公布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富邦股份(300387)变更半年报

披露日为2014年8月14日。

赛摩电气(300466)公布201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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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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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50

通润装备 新余新观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40,000 2,340,000 201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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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82

华联矿业 山东银山投资有限公司等

117,139,246 117,139,246 2015-8-17

300252

金信诺 肖东华等

54

人

6,033,942 2,585,916 2015-8-17

300347

泰格医药 叶小平

、

曹晓春

160,472,320 160,47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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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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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科创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到期续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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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2014年11月13日，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生

产经营的需求，经与控股股东宝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集团” ）协

商，宝胜集团同意向公司提供借款3.5亿元人民币，期限9个月，年利率4.305%，

手续费按照市场价收取，综合利率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本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4年11月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此次借

款事项，详情请见2014年11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4-049号” 。

此次3.5亿元借款于2015年8月13日到期，经与宝胜集团协商，在此次借款

到期后，宝胜集团同意将上述3.5亿元的借款续借给公司，期限9个月，综合利

率低于目前一年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该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借款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

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5年8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关联董事孙振华、杨泽元、胡正明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5票同意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到期续借的议案》。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明辉先生、 陆界平先生和刘丹萍女士发表事先确认意见

如下：

本次向控股股东借款到期续借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有利于公司经营持续稳定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

况。

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到期续借的议案》提请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李明辉先生、陆界平先生和刘丹萍女士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控股股东按照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向公司续借生产经营所

需的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经营持续稳定发展，减少公司财务费用的支出，可

以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3.5亿元到期续借。

3、因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五十六条规定，公司将免于按照关联交易方式

审议和披露本次借款事项，本次议案将免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宝胜集团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杨泽元；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综合服务等；

住所：宝应县城北一路1号。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宝胜集团公司的总资产为982,384.29万元，净资

产为305,471.21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1,782,039.70万元， 净利润15,

741.56万元（未经审计）。

宝胜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35.41%的股份，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第（一）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继续向宝胜集团借款人民币3.5亿元，期限9个月，综合利率低于目前

一年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该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有利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减少公司财务费用

的支出，有利于公司经营持续稳定发展，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独立董事事先确认意见

（四）审计委员会2015年第6次会议决议

（五）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68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

2015-041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第二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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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出席情况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2015年8月12（星期三）下午2:00在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54号会议

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蔡拾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

年8月11日—2015年8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12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11日15:00� 至2015

年8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

份42,174,3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506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2,162,862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25.49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1,500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0.007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

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2,173,86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公司章程修正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2,173,86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8％；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5年7月）》）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建学、杨雅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260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2015-077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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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

（股票简称：凯乐科技，股票代码：600260）于2015年8月11日、8月12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年8月11日、8月12日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 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

下：

1、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披露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收购、成立公司及发行公司债券等议案，目前，

与上述事项相关的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过程中；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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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波动期间未发生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

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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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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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是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2180

股票简称：艾派克 公告编号：

2015-074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

无条件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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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5年 8月13�日开市起复牌。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年 8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通知，经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2015年第67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艾派克，证券代码：

002180）自 2015�年 8月 13�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

式核准文件，待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99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

2015-041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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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16日，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 或

“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从文化产业生态化战略考虑，计划于近期

对外投资收购标的。 标的公司属于游戏互动娱乐行业，本次收购预计涉及的

交易金额为10亿元左右。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股票价格波动，

保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本公司股票于2015年7月16日开市起停牌。于2015

年8月6日，经公司审慎考虑，确认筹划的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详见公司刊

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 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

审计、评估、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正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开展尽

职调查。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614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2015-72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蒙发利营销有限公司全国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完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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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318号文核准，厦门蒙发

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000万股，募集资金净额为147,499.20万元，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43,759.63万元超募资金103,739.57万元。 根据

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9,100.35万元用于“厦门蒙发利

营销有限公司全国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建设周期为

3年。 具体请详见2012年3月2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现将本项目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本项目于2015年8月12日建设完成。得益于本项目建设投入，奥佳华（中

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至2014年底奥佳华（中国）门店达381家，实现营

业收入近3亿元人民币。本项目的完成将为公司研发制造的升级、自有品牌发

展及大健康战略的布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671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58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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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2日

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8），

公司股票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自2015年7月2日开市起停牌。2015

年7月3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5），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30日开市起继续停

牌，公司承诺争取在2015年10月1日前完成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

报告书）等相关事宜。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中介机构正在开展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

作，公司与相关方正在沟通和协商，推动解决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为了维

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8

月1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及交易所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上述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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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3686

证券简称：龙马环卫 公告编号：

2015-070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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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因筹

划股权收购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7月30日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在2015年7月30日、2015年8月6日分别发布了《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67）、《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9）。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为保

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

申请，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龙马环卫，股票代码：603686）自2015年8月13

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本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

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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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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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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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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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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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赢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754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7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16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中国稀缺资产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79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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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7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华安新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800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8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8

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001741 E

类

：001742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8

月

18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9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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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