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47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回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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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过的《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和《宝

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 （草案修订稿）》的

有关条款，以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限制性

股票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 公司对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中激

励对象裴世兵、孙大乐、陆俊勇各人所持26.45万股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

性股票按照授予价格予以购回并注销。

日前， 上述限制性股票79.35万股已全部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并于2015年11月16日予以注销。 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本次购回注销完成后，公司将减少注册资本79.35万元，减少后的注册资

本为16,468,494,924�元。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名称

本次变更前 本次变更 本次变更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45,009,600 0.273% -793,500 44,216,100 0.268%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6,424,278,824 99.727% - 16,424,278,824 99.732%

合计

16,469,288,424 100% -793,500 16,468,494,924 100%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6日

股票代码：

000958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86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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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将于近日提交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股票将于11

月16日起停牌，于会议结果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024

、

200024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B

公告编号：【

CMPD

】

2015-109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收到通知，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招商局蛇口

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11月16日开市起

开始停牌， 待公司公告并购重组委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核结果后复

牌。公司将及时公告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茂业通信 证券代码：

000889

公告编号：

2015

—

106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

资产出售

)

实施阶段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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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年10月16日，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出售)方案后，公司展开实施

工作。按照本次交易方案，公司通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

全资子公司秦皇岛茂业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茂业控股)100%的股权，交易金额

为140,587.57万元(人民币、下同)，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兆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简称中兆投资)，交易支付方式为现金。

截至2015年11月13日，本公司已收到中兆投资支付的第一期、第二期交

易价款合计70,293.79万元，公司已将标的资产茂业控股100%的股权过户至

中兆投资的名下。有关情况详见2015年10月24日、10月2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的《公司关于收到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出售)前两期交易价款的公告》(编

号：2015—98)、《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出售)完成资产过户的公告》

(编号：2015—101)。

根据双方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约定， 第三期交易价款70,293.78万元将

自《资产出售协议》于2015年10月16日生效后的三个月内，由中兆投资支付

给本公司。 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按照约定收缴本次交易的第三

期交易款，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049

证券简称：同方国芯 公告编号：

2015-070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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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同方

国芯， 证券代码：002049）2015年11月12日、11月13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2015年11月2日， 公司控股股东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向其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

司紫光集团全资子公司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春华” ）

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220,835,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6.39%）无限

售流通股份的事项。 转让双方已于2015年11月2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紫光春华将持有本公司220,835,000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36.39%，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紫光集团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详

见公司于2015年11月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收购报告

书摘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057）。 上述股份转让事项尚在进行中。

3、2015年11月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相关议案，公司拟向9名认购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为2,958,579,878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8,000,000万元。 公司

已于2015年11月4日与各认购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协议（合同）》。 上述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相关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详细内

容见公司于2015年11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

告。

4、因紫光春华是紫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

象中西藏紫光国芯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紫光东岳通信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紫光

西岳通信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紫光神彩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紫光树人教育投资

有限公司、 西藏紫光博翊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均为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收购人西藏紫光国芯投

资有限公司及其6位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78.18%股权， 成为公司控股

股东， 西藏紫光国芯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5年11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收购报告书摘要》

及《关于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066）。

5、除上述事项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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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公开重大信息；

6、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7、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

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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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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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15年10月24日披露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2015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同比增长10%-35%；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012

股票简称

:

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5-143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为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

公司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隆基” ）

●担保数量：

公司拟为宁夏隆基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行中宁支行申请

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业务的敞口部分1.2亿元提供保证担保，期限一年。

截至2015年9月15日，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包括本次担

保金额）为12.39亿元人民币；公司及其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拟为宁夏隆基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分行中宁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业务的敞口部分1.2亿元提供保证

担保，期限一年。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为子公司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上述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新堡镇团结南路

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注册资本：2.5亿元

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太阳能电池、电子原器件、电器机械、计算机软硬

件、办公自动化设备、家用电器的开发、生产、销售。

宁夏隆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2015年9月30日，宁夏隆基（合并报

表数据） 的资产总额为1,672,085,914.29元， 净资产为816,039,508.19元。

2015年1-9月营业收入为627,787,493.49元，净利润为83,740,225.58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尚未与银行等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 具体担保金额以银行核准或

签订协议金额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 符合公司

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

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其担保事项

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5年9月15日，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包括本次担

保金额）为12.39亿元人民币，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行为，公司未为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012

证券简称

:

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5-142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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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

第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11月1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钟宝

申先生召集和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 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

议和投票表决，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强化主营业务地位， 公司拟对外转让涉及半导体业务的两家

子公司股权：向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晶股份” ）转让全资

子公司宁夏隆基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称“隆基半导体” ）100%股权及

控股子公司西安隆基晶益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称“隆基晶益” ）79.33%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其中，隆基半导体100%股权对价方式：以隆基半导体审计基准日（2015

年10月31日）账面净资产50,000,000元作为暂定转让价格，中晶股份以自身

截止2015年8月31日的每股账面净资产值（未经审计）1.365元/股为基础向本

公司发行1,200万股股份，余款支付现金。

隆基晶益79.33%股权的对价方式： 以隆基晶益审计基准日 （2015年8月

31日）79.33%账面净资产即7,646,341.29元作为暂定转让价格， 中晶股份向

本公司支付现金。

按照约定，上述转让价格仅为双方交易的暂定价格，最终转让价格将结合

标的资产在审计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因盈利、 亏损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净

资产的增减进行调整。

此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隆基半导体和隆基晶益的股权，不再将

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将持有中晶股份1,200万股，占中晶股份总股本比

例为17.88%� 。 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所得现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

交易不涉及员工安置，公司将委派副总经理王晓哲先生担任中晶股份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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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境内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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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股代码：360002

●优先股简称：中行优1

●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6元（税前）

●最后交易日：2015年11月19日

●股权登记日：2015年11月20日

●除息日：2015年11月20日

●股息发放日：2015年11月23日

一、通过第一期境内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董事会会议情况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行”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授权董

事会根据发行方案的约定，决定并办理向境内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事宜。 本

次第一期境内优先股（优先股代码：360002；优先股简称：中行优1）股息派

发方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已于2015年8月28日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boc.cn）。

二、第一期境内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1、计息期间：2014年11月21日至2015年11月20日

2、最后交易日：2015年11月19日

3、股权登记日：2015年11月20日

4、除息日：2015年11月20日

5、股息发放日：2015年11月23日

6、发放对象：截至2015年11月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第一期境内优先股股东。

7、发放金额：按照第一期境内优先股票面股息率6.00%计算，每股优先

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6元（税前）。 以第一期境内优先股发行量3.2亿股为

基数，本行本次派发现金股息共计人民币19.2亿元（税前）。

8、扣税情况：对于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由其自行申报缴纳股

息所得税，本行向其每股优先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6元。其他股东股息

所得税的缴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三、第一期境内优先股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本行第一期境内优先股股东的现金股息由本行自行直接发放。

四、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本行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8610）66592565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

邮编：100818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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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停牌：

招商地产 (000024)、 招商局Ｂ (200024)、 深信泰丰 (000034)、 深大通

(000038)、经纬纺机(000666)、东方能源(000958)、金智科技(002090)、宋

城演艺(300144)、楚天科技(300358)特别停牌；

昆明机床 (600806)、 天业股份 (600807)、 中信银行 (601998)、 贵人鸟

(603555)因重要事项未公告，自11月16日起连续停牌。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博

时安荣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增

加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旗

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定投及转换

业务的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布关

于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上海长

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认购、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 费率优惠的公

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德

邦福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

加C类基金份额类别及修改基金合同的

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

于景顺长城安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暂停壹佰万元以上申购 （含

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

业务的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富

国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网

上直销汇款交易认购南方荣光基金费率

为0的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美菱电器(000521)公布关于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中天城投(000540)公布关于股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用

自主行权模式的提示性公告。

韶能股份(000601)公布关于终止资

产重组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

的公告。

*ST蒙发(000611)公布关于全资子

公司拟收购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天兴仪表(000710)公布关于股东持

股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凯撒旅游(000796)公布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茂业通信(000889)公布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资产出售）实施阶段进展公告。

航天科技(000901)公布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佛塑科技(000973)公布关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进展公

告。

银亿股份(000981)公布关于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实益达(002137)公布减资公告。

千足珍珠(002173)公布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

牌公告。

合兴包装(002228)公布关于“12合

兴债” 投资者回售结果公告。

雅克科技(002409)公布关于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进展公告。

九九久(002411)公布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宝钢股份(600019)公布关于购回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哈高科(600095)公布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和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

公告。

中铁二局(600528)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九龙山(600555)公布终止重大资产

重组公告。

康恩贝(600572)公布对外投资公告。

国新能源 (600617) 公布关于公司

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氯碱化工(600618)公布关于获得上

海市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补助的公告。

飞乐音响(600651)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进展公告。

交运股份(600676)公布关于“12沪交

运”公司债2015年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华域汽车(600741)公布关于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的公告。

隆基股份 (601012) 第三届董事会

2015年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转

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于为子公司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华泰证券(601688)公布非公开发行

2014年第三期次级债券兑付、兑息公告。

中国银行(601988)公布第一期境内

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永艺股份(603600)公布关于银行理

财产品到期收回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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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康得新(002450)公布关于“12康得

债” 票面利率不调整暨债券持有人回售

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杰赛科技(002544)公布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公告。

雷柏科技(002577)公布关于终止重

大资产重组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复

牌公告。

海能达(002583)公布关于股权激励

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的

公告。

跨境通(002640)公布关于对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扬子新材(002652)公布关于控股股

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西部证券(002673)公布关于西部利

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太阳鸟(300123)公布关于填补本次

资产购买摊薄公司当期每股收益具体措

施的公告。

腾邦国际(300178)公布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永利带业(300230)公布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变更为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

告。

鹏翎股份(300375)公布公布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预案披露提示性公告。

安硕信息(300380)公布关于股票存

在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国祯环保(300388)公布关于长沙市

湘湖污水处理厂提质改造暨中水回用示

范工程项目进展及项目建设风险提示公

告。

鲍斯股份(300441)公布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

归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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