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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5-140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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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22次会议、2015年度第3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目前正处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审核阶段。 为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

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1、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除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

买的交易内容、交易金额、资金来源、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

间。

2014年10月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统

计

序

号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万元）

资金来源 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情况

1

参与完成贵阳互联网金融产

投公司增资扩股。

6,500

中天城投以自有资金出

资

2014年8月13日第七届董事会第 14�次

会议审议通过，中天城投以自有资金出

资 3000�万元，参与贵阳互联网金融产投

公司增资扩股并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2014年11月26日，再次以自有资金出资

3500�万元参与增资扩股，增资完成后占

贵阳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的65%。

增资已完成。

2

增资全资子公司贵阳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贵阳金控” ）

85,000

中天城投以自有资金出

资

2015年5月15日第七届董事会第24次会

议审议通过，以现金方式出资 85,000�万

元，对贵阳金控增加注册资本。

该项增资工作已完成， 贵阳金控的

注册资本由 275,000�万元增加至 360,

000�万元。

3

拟成立中天城投香港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

称以香港登记注册管理部门

核准为准）。

2�亿美元

中天城投以自有资金出

资2�亿美元（最终数额以

核准登记为准）

2015年6月1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25次会

议审议通过。

拟成立。

4

设立中天城投（贵州）普惠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中天普惠

金服” ）

200,000

中天城投以自有资金分

期出资

2015年6月1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25次会

议审议通过。

2015�年 7�月 27�日公司设立登记工

作已完成，并在贵阳市观山湖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领取了营业执照。

5

拟设立中天城投集团房产开

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3,000

中天城投拟以自有资金

出资

拟成立。

6

拟对中天城投集团（上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进行增资并增设房产子基

金

50,000

中天城投以自有资金分

期出资

尚未出资。

7

拟设立贵州生活宝智慧社区

开发运营有限公司

5,000

中天城投以自有资金分

期出资

拟成立。

8

贵阳金控出资4000万元与相

关个人共同设立上海虎铂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000

贵阳金控以自有资金分

期出资

2015年1月19�日第七届董事会第20次会

议审议通过。 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出

资4000万元与石维国、李俊、冯宇明、蓝

永强、李红欣、何志良共同设立上海虎铂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贵阳金控首期对虎铂基金出资

2000万元已经到位，已设立。

9

拟成立贵州贵阳中天城投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

33,000-65,

000

注册资金100,000万元，

贵阳金控作为主发起人

以自有资金分期出资33,

000-65,000万元；其余

注册资金由自然人陈格

路等其他出资者组成。

2015年5月15日第七届董事会第24次会

议审议通过.

拟成立。

1

0

拟成立贵阳体育金融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

称以工商登记为准） 。

3,900

贵阳金控以自有资金人

民币 3,900�万元参与投

资设立

2015年6月1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25次会

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贵阳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

币 3,900万元，与贵阳互联网金融产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贵阳移动金融发展

有限公司及自然人楼云等共同拟成立贵

阳体育金融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拟成立。

1

1

收购联合铜箔100%股权，间

接收购中融人寿20%的股权

200,000

贵阳金控以自有资金出

资收购

2015年10月15日第七届董事会第30次

会议审议通过。

收购未完成。

1

2

拟参与海际证券竞标 市场价

贵阳金控以自有资金参

与竞标

2015年10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第32次

会议审议通过。

竞标尚未开始。

1

3

拟设立华宇再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30,000

贵阳金控拟与中江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汇金嘉业投资有限公司、

乐富支付有限公司、深圳

鸿兴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宏达信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华

宇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150,000万元，

贵阳金控出资30,000万

元，占20%

2015年10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33次会议审议通过。

拟设立。

1

4

上海虎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设

立中天城投集团上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50

拟投资额100,050万元，

由中天普惠金服以自有

资金分期出资

2015年1月1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20次会议审议通过。

已设立。

1

5

出资 33,000�万元参与合石电

商的增资扩股

33,000

由中天普惠金服以自有

资金分期出资

2015年5月15日, 第七届董事会第24次

会议审议通过， 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

合石电商投资人民币 33,000�万元，其中

6,111.11�万元用于增资，其余 26,888.89�

万元计入合石电商资本公积。

尚未办理增资手续。

1

6

拟设立中天城投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65,000

注册资金100,000万元，

由中天普惠金服以自有

资金分期出资65,000万

元，其余股权由陈格路等

其他股东出资。

2015年5月15日,第七届董事会第24次

会议审议通过。

拟成立。

1

7

拟增资贵州中黔金融资产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

4,000

中天普惠金服以自有资

金出资

尚未出资。

1

8

拟出资 5700�余万元参与柯斯

软件增资扩股

5,700

中天普惠金服出资 5,

700万元

尚未出资。

综合上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

今，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

或资产购买的计划支出总金额约90亿元，扣除向子公司及合伙企业

出资的部分，目前已有明确投向或计划的支出约40亿元（未计算拟

竞拍的海际证券股权金额）。

公司对金融产业的资本性支出主要由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中天城投（贵州）普惠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对海外

金融资产的投资由中天城投香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负责。该三家子

公司注册资金总额约68亿元，实收资本根据其章程规定可以分期投

入，公司计划按照子公司章程规定的投资进度用历年滚存利润及未

来3年的利润分期缴纳出资， 该三家子公司将利用自有资本金独立

对外投资，并将采取直接或间接融资的方式筹措发展所需资金。

2、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影响

2014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82.41%， 房地产行业全部上市公

司的平均值为74.31%，假设本次发行于2014年末完成，不考虑其他

因素，则公司模拟计算的资产负债率为75.45%。

2015年9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79.02%，房地产行业全部上市

公司的平均值为78.53%，假设本次发行于2015年9月末完成，不考

虑其他因素，则公司模拟计算的资产负债率为72.45%。

附表：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名单

深圳A股 深圳B股 上海A股 上海B股

代码 简称 代码 简称 代码 简称 代码 简称

000002.SZ 万科A 200011.SZ 深物业B 600007.SH 中国国贸 900902.SH 市北B股

000005.SZ 世纪星源 200024.SZ 招商局B 600048.SH 保利地产 900911.SH 金桥B股

000006.SZ 深振业A 200029.SZ 深深房B 600052.SH 浙江广厦 900932.SH 陆家B股

000011.SZ 深物业A 200056.SZ 皇庭B 600053.SH 中江地产 900940.SH 大名城B

000014.SZ 沙河股份 200160.SZ 南江B 600064.SH 南京高科 900950.SH 新城B股

000024.SZ 招商地产 200168.SZ 雷伊B 600067.SH 冠城大通 900955.SH 九龙山B

000029.SZ 深深房A 200505.SZ 珠江B 600077.SH 宋都股份 900957.SH 凌云B股

000031.SZ 中粮地产 600094.SH 大名城

000036.SZ 华联控股 600158.SH 中体产业

000038.SZ 深大通 600159.SH 大龙地产

000040.SZ 宝安地产 600162.SH 香江控股

000042.SZ 中洲控股 600173.SH 卧龙地产

000043.SZ 中航地产 600177.SH 雅戈尔

000046.SZ 泛海控股 600185.SH 格力地产

000056.SZ 皇庭国际 600208.SH 新湖中宝

000150.SZ 宜华健康 600215.SH 长春经开

000402.SZ 金融街 600223.SH 鲁商置业

000502.SZ 绿景控股 600225.SH 天津松江

000505.SZ 珠江控股 600238.SH 海南椰岛

000514.SZ 渝开发 600239.SH 云南城投

000517.SZ 荣安地产 600240.SH 华业资本

000526.SZ 银润投资 600246.SH 万通地产

000534.SZ 万泽股份 600266.SH 北京城建

000537.SZ 广宇发展 600275.SH 武昌鱼

000540.SZ 中天城投 600322.SH 天房发展

000558.SZ 莱茵体育 600325.SH 华发股份

000567.SZ 海德股份 600340.SH 华夏幸福

000573.SZ 粤宏远A 600376.SH 首开股份

000608.SZ 阳光股份 600383.SH 金地集团

000609.SZ 绵世股份 600393.SH 东华实业

000616.SZ 海航投资 600466.SH 蓝光发展

000620.SZ 新华联 600503.SH 华丽家族

000631.SZ 顺发恒业 600510.SH 黑牡丹

000656.SZ 金科股份 600533.SH 栖霞建设

000667.SZ 美好集团 600555.SH 九龙山

000668.SZ 荣丰控股 600565.SH 迪马股份

000671.SZ 阳光城 600604.SH 市北高新

000691.SZ 亚太实业 600606.SH 绿地控股

000711.SZ *ST京蓝 600621.SH 华鑫股份

000718.SZ 苏宁环球 600622.SH 嘉宝集团

000732.SZ 泰禾集团 600638.SH 新黄浦

000736.SZ 中房地产 600639.SH 浦东金桥

000797.SZ 中国武夷 600641.SH 万业企业

000838.SZ 国兴地产 600649.SH 城投控股

000863.SZ 三湘股份 600657.SH 信达地产

000882.SZ 华联股份 600658.SH 电子城

000886.SZ 海南高速 600663.SH 陆家嘴

000897.SZ 津滨发展 600665.SH 天地源

000918.SZ 嘉凯城 600675.SH 中华企业

000926.SZ 福星股份 600683.SH 京投银泰

000965.SZ 天保基建 600684.SH 珠江实业

000979.SZ 中弘股份 600696.SH 匹凸匹

000981.SZ 银亿股份 600716.SH 凤凰股份

002016.SZ 世荣兆业 600724.SH 宁波富达

002077.SZ 大港股份 600730.SH 中国高科

002113.SZ 天润控股 600732.SH *ST新梅

002133.SZ 广宇集团 600733.SH S前锋

002146.SZ 荣盛发展 600736.SH 苏州高新

002208.SZ 合肥城建 600743.SH 华远地产

002244.SZ 滨江集团 600745.SH 中茵股份

002285.SZ 世联行 600747.SH 大连控股

002305.SZ 南国置业 600748.SH 上实发展

600767.SH 运盛医疗

600773.SH 西藏城投

600791.SH 京能置业

600807.SH 天业股份

600823.SH 世茂股份

600862.SH 南通科技

600890.SH 中房股份

601588.SH 北辰实业

（资料来源：wind资讯）

特此公告。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898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5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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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31日披露了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 经事后审查，公司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第二节“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表”需更正如下：

一、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6,338户，其中H股567户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67.29%

4,868,547,

330

- -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85%

1,074,174,

022

-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 216,322,910 - -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72,575,900 - - -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5% 18,114,629 - - -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3% 16,652,700 - - -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3% 16,652,700 - - -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3% 16,652,700 - - -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3% 16,652,700 - - -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3% 16,652,700 - - -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4,868,547,330 人民币普通股

4,868,547,

33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074,174,022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74,174,

02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16,322,910 人民币普通股 216,322,91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2,575,900 人民币普通股 72,575,900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8,114,629 人民币普通股 18,114,629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16,6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52,7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52,7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52,7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52,7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52,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二、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6,338户，其中H股567户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67.29%

4,868,547,

330

- -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85%

1,074,174,

022

-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 216,322,910 - -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72,575,900 - - -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3% 16,652,700 - - -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3% 16,652,700 - - -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3% 16,652,700 - - -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3% 16,652,700 - - -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3% 16,652,700 - - -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3% 16,652,700 - - -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4,868,547,330 人民币普通股

4,868,547,

33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074,174,022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74,174,

02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16,322,910 人民币普通股 216,322,91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2,575,900 人民币普通股 72,575,9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16,6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52,7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52,7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52,7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52,7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52,7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52,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除上述内容外，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内容对财务数据无影

响。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348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58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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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高乐股份” ）根据发展战略及实际

经营规划，与广州幽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幽联技术” ）签署了《投资意向

书》和《投资意向书补充协议》，拟共同出资设立由高乐股份控股的子公司（以下简称

“子公司” ）。

2、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宜在董事长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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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1、广州幽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440106000993301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8号1501房V76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隽

注册资本：叁佰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零配件批发；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

务；计算机零配件零售；软件开发；软件服务；软件批发；软件零售；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

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贸易代理；文化艺术咨询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广告业。

股权结构：吴长林持有幽联技术33%股权，为幽联技术第一大股东。

幽联技术是由世界五百强公司微软（中国）前战略合作总监暨南中国区首席技术官

吴荣华先生和全球计算机语义领域的权威科学家吴长林先生等精英共同创办的高科技

企业。 该公司掌握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全部核心技术，拥有“48项专有技术” ，预计领先

全球机器人人工智能领域至少10年以上时间。 幽联技术攻破了人工智能的技术难题，彻

底摆脱了对问题库的编程依赖，彻底摆脱了一直以来人工智能领域“答非所问，胡说八

道” 的困境。 幽联技术实现了智能机器人能100%感知和理解顾客的话语，“世界上第一

台可工程化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宣告在幽联技术公司诞生。

这意味着：智能机器人第一次替代人工劳动成为可能，人工智能机器人第一次可以

真正产业化应用。 2015年9月份佛山“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幽联技术和佛山市政府合作

的政务机器人一经推出，引起了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全场追捧。

幽联技术不仅掌握了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全部核心技术，还掌握了世界上最领先的知

识地图技术。 “知识点”模式将彻底颠覆现有的“题库” 模式，机器人将自动诊断孩子的

知识点掌握能力并引导孩子掌握相关知识点成为可能。 这将带来全球的在线教育革新。

另外，幽联技术还储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信息推荐引擎，纯语音语义操作系统等强

大的杀手级产品。

三、《投资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合作行业：玩具行业和在线教育行业两大行业。

2、合作方式：排它。 即幽联的相关技术在上述两个领域只能与高乐股份合作。

四、《投资意向书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方式

双方拟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新设公司），负责语音智能玩具的开发、推广事宜。 其中

高乐股份现金出资500万元（伍佰万元），持股51%；乙方以所持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指

定行业永久独家授权（智能玩具和在线教育两大行业）入股，持股49%。

2、具体进度约定

（1）2015年11月15日前，双方应签署新设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书》。

（2）2015年12月15日前， 注册成立新的由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

司（即新设公司），注册资本金500万人民币。

（3）2015年12月30日， 新设公司应当完成对全球第一款可工程化的人工智能玩具

的研发。

五、合作前景介绍

1、幽联独一无二的技术优势，将为高乐注入强大的软件力量，即将推出的真正可以

自由对话的智能机器人玩具，将会引发玩具业的革命。 自由对话的智能机器人玩具，内容

可以不断更新，还可以根据家庭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更新对话的内容。 这是全球第一款

能可以不断学习新知识的机器人玩具。 这样，玩具不再是易耗品，而是伴随人成长的伙

伴。

2、幽联可工程化的人工智能技术，将为高乐玩具注入强大的软件力量。 推动高乐从

传统的硬件玩具向智能玩具转型，从多品类的依赖向精品玩具升级，从重款式变化到重

内容升华。

3、 通过与幽联的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合作， 让玩具横跨传统玩具和教育娱乐两大领

域。 而且，因为教育和娱乐的年龄覆盖广度，这样，玩具行业可以通过内容的不断更新和

创新，成为全部人的商品。 这样，市场的容量大大扩大。

4、人工智能玩具，无论在硬件端，还是后端的在线教育和娱乐方面，都可以极大的延

伸。 子公司将在三年内打造出世界上独一无二基于感知层的玩具操作系统（HTOS）。 这

样，可以为高乐创造持久的、全面的、全球级别玩具产业的竞争优势。

六、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落实发展战略的需要，在实施“全内容、全产业链” 战略规划

的同时，继续深耕主营玩具业务。 本次对外投资与合作，旨在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同时借

助子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巩固公司精品玩具的竞争优势，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

展的需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

2、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本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是对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拓展，但仍存在一定的

人才、管理等方面的经营风险，本公司将不断完善新设控股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

内控管理，提升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

七、备查文件

1、《投资意向书》；

2、《投资意向书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48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57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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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司股票将自2015年11月2日开市起复牌。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引起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高乐股份，证券代码：002348）

自2015年6月30日开市起停牌， 并于 2015� 年 6� 月30日发布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5-028），每隔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具体内容

参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资产收购事宜， 拟收购事项符合公司转型升级的战略规

划。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

织相关各方积极有序地推进本次重大事项涉及的各项准备工作，公司相关部门与标的方

多次进行接触、商谈收购事项，并就标的估值及其他收购细节方面进行了沟通、协商。

在本次重大事项筹划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在本次重大事项筹划过程中，公司积极推进与标的公司洽谈股权收购事项，取得了

初步成果。 公司相关部门已经完成对该公司的初步尽职调查，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协商，与

该公司签订了《投资意向书》。 目前，双方在具体估值上，尚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预计短期

内无法达成交易。为保护广大股东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

年11月2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98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5年10月3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2904号）（详见附件），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交的《凯撒（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书面

说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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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附件：《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2904号）

证券代码：

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2015-084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4月29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在保障公司正常经

营资金需求，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120,000万元人民币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理财产品，该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

动使用，投资期限自本议案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长

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就近期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序号 签约方 资金来源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年化收益率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1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行

自有资金 9,000.00

2015-10-

13

2015-11-

23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4.60%

2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行

自有资金 3,000.00

2015-10-

29

2015-12-

8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4.4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签约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1、投资风险揭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投资的理财产品可能存在政策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提

前终止风险、交易对手管理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信息传递风险等银行理财产品常见风险。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中部分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银行对该类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不提

供保证承诺。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管理层进行具体实施时，需得到公司董事长批准并由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 具体实施部门要及时

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

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对公司理财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审计部负责审查理财业务的审

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

行核实。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

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及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和应对

1、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进行适

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

投资回报。

2、应对措施：

（1）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公

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核实。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

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及损益情况。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签约方 资金来源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预计年化收

益率

投资盈亏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自有资金

（额度12

亿）

5,000.00 2014/11/13 2015/5/13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70% 141.3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滨海

支行

7,500.00 2014/11/13 2014/12/15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45% 35.8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滨海

支行

12,000.00 2014/11/21 2014/12/22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45% 55.5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滨海

支行

4,850.00 2014/12/2 2015/12/2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6.20% 未到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11,000.00 2014/12/17 2015/3/17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6.00% 162.7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12,000.00 2014/12/30 2015/3/30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6.10% 180.49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5,000.00 2015/3/18 2015/9/14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65% 139.3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5,000.00 2015/3/19 2015/4/29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70% 32.0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10,000.00 2015/4/1 2015/7/8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6.00% 161.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5,000.00 2015/4/1 2015/7/8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6.00% 80.5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2,500.00 2015/4/13 2015/7/13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65% 35.2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3,400.00 2015/4/30 2015/7/29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50% 46.1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3,000.00 2015/5/15 2015/8/13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70% 42.1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5,000.00 2015/5/28 2015/8/28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50% 69.3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1,500.00 2015/5/29 2015/8/27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40% 19.9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2,000.00 2015/6/26 2015/7/29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70% 10.3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3,000.00 2015/7/8 2015/10/8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20% 39.3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10,000.00 2015/7/10 2015/10/8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20% 128.2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9,000.00 2015/7/14 2015/10/12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20% 115.4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4,000.00 2015/7/30 2015/10/28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00% 49.3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3,000.00 2015/8/24 2015/11/22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80% 未到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5,000.00 2015/8/31 2015/11/29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80% 未到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2,000.00 2015/8/31 2015/11/29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70% 未到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5,000.00 2015/9/18 2015/12/16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70% 未到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10,000.00 2015/10/9 2015/11/18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70% 未到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3,000.00 2015/10/9 2015/11/18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70% 未到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9,000.00 2015/10/13 2015/11/23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60% 未到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

3,000.00 2015/10/29 2015/12/8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40% 未到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募集资金

（额度1.5

亿）

1,000.00 2014/12/5 2015/1/14

保证收益

类

4.90% 5.3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滨海

支行

1,470.00 2015/4/1 2015/9/28

保证收益

型

5.00% 36.2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滨海

支行

5,690.00 2015/5/12 2015/11/8

保证收益

类

4.80% 未到期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自有资金理财12亿额度，未到期金额共计4.485亿；募集资金理财1.5亿额度，

未到期金额共计5,690万。

五、备查文件

1、《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3、《启盈理财产品总协议（智能定期理财1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