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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1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
指数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 经与相关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自2015年10月12日起， 本公司以
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对旗下下列基金持有的相关股票采用“指数
收益法” 进行估值调整：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002483

润邦股份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调整组合
国投瑞银锐意改革混合
国投瑞银招财保本混合
国投瑞银瑞源保本混合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上述相关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2015-063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莒县人民政府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
采购竞争性磋商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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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山东政府采购网 （网址：http://www.ccgp-shandong.gov.cn）
2015年10月12日发布的《莒县人民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PPP）项目采购竞争性磋商结果公告》，公司为莒县人民政府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中标候选人。 该项目合作期限：10
年，投资金额：26.3亿元。
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2日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证券代码：000677

股票简称：*ST海龙

公告编号：2015-109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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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
司通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标的资产，本次交易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详见 2015 年 9 月 16日公告，公告编号：2015-097）。 2015 年 9 月 23 日，公司拟出售
标的资产已经在北交所公开挂牌，信息发布期为 20 个工作日，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26 日。 有
关本次公开挂牌的具体情况请登陆北交所网站（http://www.cbex.com.cn/）进行查询。
本公司除上述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拟收购医疗器械行业相关资产，该标的单位的主业
为生产、销售医疗设备，主要产品为高级检测、治疗设备，面向国内、外市场销售。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代码：000677）自 2015年 10 月 13日开
市起停牌， 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拟聘用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此次重大事项的财务顾

问。
2015年9月21日，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00,000,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3.15%）质押给大业信托有限公司，上述股份质押详细事项已于2015年9月23日披露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15-100）。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及筹划的重大事项
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公告编号：临2015-063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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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26,704,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1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956号）核准，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公司、发行人”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0,000,000 股，发行后股
本总额为591,155,260股，公司股票于2014 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
码：603169，股票简称：兰石重装。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涉及股东金石投资有限公司、甘
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大兴陇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共5名股东，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591,155,260股，其中无限 售条件流
通股为100,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91,155,260股。
2015年4月，公司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具体方案为：以2014年末总股本59115.526
万股为基数，对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红股6股，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 利润分
配实施后，股东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89,904,000股、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89,017,478股、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27,360,000股、光大兴陇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7,803,496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持有16,000,000
股（其中限售期12个月的股份为2,619,026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
的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减持承诺
1、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所持股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
行并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方
式进行减持；锁定期满后的12个月内，累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届时所持股份总数
的90%，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累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届时所持股份总数的100%；如进
行减持，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减持事宜并予以公告后，再实施减持计划。 如以上承
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公司出售股票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公司将在5个工作日
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公司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怠于承担前述
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2、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之日起2年内，每
年减持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量的10%。 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 期间
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将按照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 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
行减持。 减持时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减持事宜并予以公告后，再实施减持计划。 如
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其出售股票收益归发行人所有，且将在5个工作
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
行人有权在分红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另外，根据中国证监会[2015]18 号规定，从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6 个月内，公司
控股股东和持股 5%以上股东（以下并称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人员不得通过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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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062

序号

1

股东名称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89,904,000

9.51

89,904,000

剩余限售 股
数量 (股）

根据证监会[2015]
18 号文，2016 年 1
月 9日前，可减持
数量（股）

0

0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89,017,478

3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7,360,000

2.89

27,360,000

0

27,360,000

4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17,803,496

1.88

17,803,496

0

17,803,496

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二户

2

合计

9.41

89,017,478

0

0

16,000,000

1.69

2,619,026

13,380,974

2,619,026

240,084,974

25.38

226,704,000

13,380,974

47,782,522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上市前
数量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国家持股

变动数

比例(%)

数量

本次上市后
数量

比例(%)

785,848,416

83.08

-226,704,000

559,144,416

59.12

16,000,000

1.69

-2,619,026

13,380,974

1.41
57.70

2、国有法人持股

652,584,416

68.99

-106,820,974

545,763,442

3、其他内资持股

117,264,000

12.4

-117,264,000

0

0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117,264,000

12.4

-117,264,000

0

0

境内自然人持股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60,000,000

16.92

226,704,000

386,704,000

40.88

1、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00

16.92

226,704,000

386,704,000

40.88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945,848,416

100

0

公告编号：临2015-094

关于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原流通股股东股份确权和托管的催示公告

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6 个月后按证监会相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各自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华龙证券核查后认为：
1、兰石重装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2、兰石重装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
作出的承诺；
3、兰石重装关于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为226,704,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0月16 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本比例
（%）

证券简称：二重3

945,848,416

1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0月13 日

本公司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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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责任。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德阳中院” ）根据债权人德阳立
达化工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9月21日作出（2015）德破（预）字第8-1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二重重装” 或“
公司” ）重整一案。 同日，德阳中院作出（2015）德破字第
4-1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任二
重重装的管理人。
鉴于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且仍有部分原流通股股东尚未办理股份确权手
续，为保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发布催示公告如下：
一、办理股份确权的对象
尚未办理股份确权的原流通股股东。
二、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节假日除外。
三、办理股权确权手续的地点
原流通股股东可以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可在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从事经纪业务的主办券商下属营业部办理股份确权手续。
如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开立在可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从事经纪业务的主
办券商，则必须在原指定交易的券商办理股份重新确权、登记和托管手续，券
商在确认该投资者已与其了结债权债务关系后， 将股份确权至该投资者开立
的深市普通证券账户中。 如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开立在不可在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从事经纪业务的主办券商， 则必须由原指定交易的券商开具了结债权债
务关系的证明文件后， 携该文件及其它确权申请材料在中信建投办理重新确
权、登记和托管手续；中信建投对确权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将股份确权至该
投资者开立的深市普通证券账户中。
具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从事经纪业务资格的主办券商目录，可参考“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http://www.neeq.com.cn）之“市场中介-主
办券商” 栏目中有经纪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名录：（http://bpmweb.neeq.
org.cn/xxpl/web/securityList.infor）（名单见附件）。
四、确权所需资料
办理股份确权和托管手续及收费标准请参阅2015年5月22日披露的 《关
于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确权公告》。
敬请原股东尽快办理股份确权与托管手续。
特此公告。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Ｏ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具有代办股份转让业务资格的89家证券公司名单（排列不分先后）
序号

名称

序号

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4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9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1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4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7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4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9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1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7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2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3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5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2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67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8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9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0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6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71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7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72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3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9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4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0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5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6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7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8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34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79

35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6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1

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7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82

38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83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39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4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5

九州证券有限公司

41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6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7

43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8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4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89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45

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