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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竞得苏州市地块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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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29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总价37.27

亿元人民币竞拍获得苏州市“苏地2015-WG-27” 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吴中

经济开发区东方大道以东、 赏湖路以南。 该地块总土地面积224,623.60平方

米， 计容建筑面积336，935.40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和批发零售用地

（商业）。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8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中海混改红利主题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574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中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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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10

月

30

日

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的比例占

基金资产的

0-95%

，

对于受益

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证券

的投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

金资产的

80%

，

本基金持有的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

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

值的

5%

。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中邮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224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中邮创业基金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9

月

30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11

月

6

日

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

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

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

包含中小板

、

创业板及其他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

票

）、

债券

(

含中小企业私募债

券

)

、

可转换债券

、

银行存款

、

货币市场工具

、

权证

、

股指期

货

、

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

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但须符

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

。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丰收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650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5

年

9

月

24

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5

年

10

月

23

日

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

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依

法发行上市交易的股票

（

包括中

小板

、

创业板及其他中国证监会

允许基金投资的股票

）、

权证

、

股

指期货

、

国债期货

、

债券

（

包括但

不限于国债

、

地方政府债

、

金融

债

、

企业债

、

公司债

、

次级债

、

可

转换债券

、

可交换债券

、

分离交

易可转债

、

央行票据

、

中期票据

、

短期融资券

、

超短期融资券等

）、

资产支持证券

、

债券回购

、

银行

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

，

以及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

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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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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售 流 通 股 解 禁 提 示

最 新 公 告 速 览

(

上接

B001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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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27

新时达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4

名

12,797,410 12,797,410 2015-10-8

300372

欣泰电气 王建华

1,366,220 1,366,220 2015-10-8

300292

吴通通讯 薛枫等

3

人

35,011,573 10,503,470 2015-10-9

300356

光一科技 江苏光一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

3

名

59,294,850 59,241,000 2015-10-9

000837

秦川机床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6

名

71,476,391 71,476,391 2015-10-9

002354

天神娱乐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4

家

25,885,742 25,885,742 2015-10-9

002389

南洋科技 郑素贞

15,892,419 15,892,419 2015-10-9

603993

洛阳钼业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2

家

1,796,593,475 1,796,593,475 2015-10-9

300400

劲拓股份 劲通电子设备

（

深圳

）

有限公司等

46,415,100 38,926,830 2015-10-12

600317

营口港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3,180,268,125 3,180,268,125 2015-10-12

603010

万盛股份 浙江伟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22,636,600 22,636,600 2015-10-12

002701

奥瑞金 上海原龙投资有限公司等

7

名

115,690,000 115,690,000 2015-10-12

002019

亿帆鑫富

9

人

11,790,680 11,790,680 2015-10-12

600707

彩虹股份 上海建盛物业服务中心等

1,320,000 1,320,000 2015-10-13

603018

设计股份

169

名

36,932,935 36,932,935 2015-10-14

彩虹精化(002256)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收到5200万元政府补助的公告。

陕天然气(002267)公布关于明确公司部分会计政策的公告。

世联行(002285)公布关于实际控制人投资世联启航一号基金

后续进展的公告。

奥飞动漫(002292)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公告。

齐心集团(002301)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中利科技(002309)公布2015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结果公告。

键桥通讯(002316)公布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停牌

进展公告。

普利特(002324)公布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皇氏集团(002329)公布关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与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的进展公告。

罗普斯金(002333)公布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

公告。

禾欣股份(002343)公布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潮宏基(002345)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天神娱乐(002354)公布关于公司参与设立的并购基金对外投

资公告。

浩宁达(002356)公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太极股份(002368)公布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

亚厦股份(002375)公布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

告。

南洋科技(002389)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信邦制药(002390)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医院担保的公

告。

爱施德(002416)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瑞成汇达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及上海耕虹投资管理中心的公告。

达实智能(002421)公布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

公告。

胜利精密(002426)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兆驰股份(002429)公布关于投资理财的进展公告。

棕榈园林(002431)公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

展公告。

誉衡药业(002437)公布关于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公

告。

天马精化(002453)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

公告。

青龙管业(002457)公布关于山西省东山供水工程第一批管材

采购评标结果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艾迪西(002468)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中超控股(002471)公布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圣莱达(002473)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富春环保(002479)公布关于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

公告。

润邦股份(002483)公布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停牌的公告。

通鼎互联(002491)公布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佳隆股份 (002495) 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

辉丰股份(002496)公布关于终止小额贷款公司筹建工作的公

告。

骅威股份(002502)公布关于董事、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大康牧业(002505)公布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

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银河电子(002519)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

丰东股份(002530)公布关于终止小额贷款公司筹建工作的公

告。

海立美达(002537)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

告。

鸿路钢构(002541)公布关于土地收储的进展公告。

世纪游轮(002558)公布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天沃科技(002564)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步森股份(002569)公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的公告。

好想你(002582)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奥拓电子(002587)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万安科技(002590)公布关于取得意向书的公告。

八菱科技(002592)公布关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更正公告。

龙力生物(002604)公布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ST舜船(002608)公布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爱康科技(002610)公布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的公告。

露笑科技(002617)公布股价异动公告。

勤上光电(002638)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份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公告。

雪人股份(002639)公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

牌进展公告。

加加食品(002650)公布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鞍重股份(002667)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

告。

猛狮科技(002684)公布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

奥瑞金(002701)公布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众信旅游(002707)公布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金一文化(002721)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燕塘乳业(002732)公布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昇兴股份(002752)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天际股份(002759)公布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

南江B(200160)公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示性公告。

粤华包Ｂ(200986)公布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中青宝(300052)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宋城演艺(300144)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华中数控(300161)公布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进展的公告。

腾邦国际(300178)公布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吴通通讯(300292)公布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津膜科技(300334)公布关于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光一科技(300356)公布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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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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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9月17日收到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5】SCP228号），接受公司超短

期融资券的注册。 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20亿元人民币，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

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

2015年9月28日，公司正式发行201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此次融资券发行额为5

亿元人民币，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4.2%，起息日期为2015年9月30日，兑付

日期2016年6月26日。 此次融资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降低融资成本。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和中国货

币网站（www.chinamoney.com.cn）。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15-120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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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鸿达兴业，证券代码：002002）自2015年6月18日起停牌。 因筹划

的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2015年9月7日刊登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112），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7日开市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继续停牌。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14日、2015年9月21日、2015年9月28日刊登了《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113、临2015-114、临2015-119）。

公司原计划于2015年10月8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

书），根据目前相关工作进展情况，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8日

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争取于2015年11月9日前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

书）。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延期复牌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自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与交易对方就

相关资产收购的重要方面进行了多轮磋商，积极研究论证本次重组方案，并初步达成一致

意见。 公司拟收购互联网企业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

乌海化工有限公司拟收购发电企业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公司聘请的

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有序地开展本

次重组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二、延期复牌的原因

由于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规模较大，涉及业务和地域较广，相关资产、业务、财务的核查

工作量较大，标的资产的预审计、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部分内容仍需进一

步商讨、论证和完善，公司尚不具备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的条

件，无法按照原计划在2015年10月8日前披露符合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文件并复牌。

为确保本次重组披露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保障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避免股价异

常波动，保障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自2015年10月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

意。

三、继续停牌期间工作安排及承诺事项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承诺

争取在2015年11月9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

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

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11月9日开市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公告，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

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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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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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0月20日，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出资人民

币5,000万元向外贸信托认购“外贸信托·万博稳健7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

下简称“稳健7期信托计划” ）和“外贸信托·万博稳健9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下简称“稳健9期信托计划” ）B类份额。 详细内容参见2014年10月22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使用自筹资金参

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公告》（2014-100）

稳健7期及稳健9期信托计划将于2015年10月20日到期。 为继续投资目标并降低投资

成本，经与各方协商一致，各方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了《外贸信托?万博稳健7期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合同补充协议》和《外贸信托?万博稳健9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合同补充

协议》（以下统称“补充协议” ），稳健7、9期信托计划以2015年9月17日为临时分配日，分

配信托计划各项费用、A类本金和收益，以及部分B类本金，分配后优先级将退出本计划，信

托计划不再负担A类收益权的固定收益。 详细内容参见2015年9月22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参与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的进展公告》（2015-102）。

2015年9月29日，公司收到稳健7期信托计划返还本金人民币27,274,329.20元,�收到

稳健9期信托计划返还本金人民币29,379,483.08元。本次分配完成后，公司参与稳健7期信

托计划的本金调整为22,725,670.80元， 参与稳健9期信托计划的本金调整为20,620,

516.92元。

临时分配日后信托计划为继续存续而进行的其余条款约定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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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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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

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为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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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5年9月29日下午15:00�至2015年9月30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南外环89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文开福先生。

6、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6人，代表股份377,972,04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078,428,000股的35.05%。其中现场出席大会的股东5

人，代表股份377,971,440股，占总股本10.78亿股的35.05%。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8、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并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

了见证。

9、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符合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77,972,040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

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10,45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77,971,440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09,85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0%；弃权6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66%。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77,971,440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09,85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0%；弃权6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6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四、备查文件

1、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228

股票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

2015-073

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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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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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0）， 公司股票因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自2015年8月4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 公司已于2015年8月11日、2015年8

月18日、2015年8月25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5-052、2015-054、2015-059），2015年9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停牌期满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1）， 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2015年9月10日，2015年9月17日,� 2015年9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4、2015-066、2015-069）。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各项工

作。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8日（周四）开市起继续

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债券12合兴债（代码：112134）正常交易。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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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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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拟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该事项

涉及公司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莱恩创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通过发行股份

的方式收购福建盈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拟聘请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财务

顾问。莱恩创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的是纳米化学材料技术开发和服务。福建盈

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业务，控股“好赚钱” 互联

网资产管理平台。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为维

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经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雪人股份，证券代码：002639）自2015年9月10日

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2015年9月10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5-098），并分别于2015年9月17日、9月24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中介机构正在抓紧对涉

及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

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从 2015�年 10�月 8�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公告。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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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