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cbex.com.cn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021-6121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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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冬韵

2015

经典收藏品网络动态报价

公告

北京产权交易所于2015年 11月17日至11月28日通过网络动态报价方式处置收藏品

一批，包括翡翠、玛瑙、水晶、邮币、手表等。

有意者请登陆北交所网站（www.cbex.com.cn)或北京产权交易所经典收藏品专厅

（http://www.jinmajia.com/lyzt/2015/04/bjs/）了解活动及标的详情。

预展时间： 2015年11月18日至2015年11月20日

预展地点：北京产权交易所一层四季花厅

咨询电话：010-66295529� � � � � 010-66295630

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

关于公开征集体育类投融资项目的公告

国务院46号文件及各省市自治区关于发展体育产业的实施意见相继出台，为体育产

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简称“体育平台” ）由北京产权交

易所和北京华奥星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建运营， 是国内首家垂直于体育产业的投

融资服务平台，依托产权市场规范的交易体系、丰富的投资人资源，致力于实现社会资本

与体育产业的深度融合，为体育产业化发展服务。

为促进体育领域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体育产业资源的整合、流转、优化配置，

现公开征集体育类投融资项目。

项目征集类别：

创业融资项目；增资扩股项目；股权转让项目；建设项目融资。

项目征集要求：

（一）对于创业融资项目，项目委托方可以是自然人，即拟筹建公司的发起人；对于其

他项目，项目委托方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其中建设项目融资

的项目委托方可为某一级政府部门或所辖事业单位。

（二）项目信息真实，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形。

（三）项目委托方应具有处置该项资产的主体权利，或已获得项目方的有效授权。

（四）项目方已完成项目交易所需各项审批，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部门批准、公司内部

决策等。

体育平台提供服务内容：

对于所征集的项目，体育平台将进行审核，对于审核通过的项目，可为项目委托方提

供如下服务：

（一）协助项目委托方，对项目资料进行补充、完善；

（二）在取得项目委托方同意后，通过各类渠道进行项目展示、推介、宣传；

（三）组织项目推介会、路演会；

（四）向合适投资人推荐项目、接受咨询；

（五）组织与意向投资方的洽谈；

（六）资金托管、结算服务；

（七）出具交易凭证，提供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咨询服务；

（八）应项目委托方要求，提供其他增值服务(以双方协议为准)。

联系人 ： 吴 昊 天 010-83143006� htwu@cbex.com.cn 陈 叶 15120040424�

chenye@sports.cn

平台网址：sports.cbex.com.cn/

本公告长期有效，若有变更将另发公告。

拍卖公告

受攀枝花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于2015年12月7日11时00分， 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

的网络竞价平台，以网络竞价方式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四川省邛崃市临邛镇临邛大道118号“天伦檀香楼酒店” 在建工程,房

屋总建筑面积约84990.63㎡，土地使用权面积约26628㎡，《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五证

齐全。 参考价：38000万元， 保证金：2000万元。

二、拍卖地点：北京产权交易所拍卖大厅（成都市锦晖西一街99号1栋2单元2楼），

（竞买人可到拍卖现场，亦可通过互联网参与竞价）。

三、展示时间及地点：2015年11月21日起至12月06日止，在标的物所在地展示。

四、办理竞买手续事宜：

1、 竞买人于2015年12月6日17时前将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 （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

准）：（账户户名：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业银行攀枝花炳草岗支行，银

行账号：2213� 2101� 0400� 09505）

2、竞买人于2015年12月6日17时前凭保证金付款凭证在四川天府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对审核通过的竞买人凭北京产权交易所发放的竞买帐号登录指定系

统参与竞价。

3、标的的税、费缴纳及瑕疵等相关问题到四川天府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咨询。

4、标的的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如参加竞买，请按本公

告规定的事项、条件、时间，办理竞买登记、缴纳保证金、参加拍卖会，逾期视为放弃其相关

权利。

五、特别事项说明：

1、上述资产按现状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涉及相关税、费用由买受人承

担。

2、涉及标的当事人和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须按上述要求办理竞买报名手续，并

于拍卖会当日参加竞买，否则视为弃权。

六、联系方式：

（一）四川天府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18982067980� �刘女士

（二）四川省盛世龙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08236906� � �刘先生

（三）四川海富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 18608007179� � �陈女士

（四）北京产权交易所

联系电话： 18581842375� �陈女士

详细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及“北京产权交易

所网站(� www.cbex.com.cn)”查询。

四川天府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海富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盛世龙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1日

北京宏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

项目概况：

债务人为北京宏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实施境外

下述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普通货物运输；餐饮服务；销售副食品。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

开发并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承包境外房屋建筑工程和境内国

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等。

债权总额人民币219,222,515.65元， 其中本金100,000,000.00元， 利息119,222,

515.65元（截至2015年9月20日），债权抵押担保情况详见北金所网站www.cfae.cn� 。

挂牌价格：10,676万元

转让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公告期限：2015年11月23日至2015年12月18日

北金所联系人：王先生010-57896522、 石先生010-5789655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R2015BJ1001548

华能东营新能源

有限公司拟处置

的报废设备

/ 3.660000

转让资产为华能东营新能源有限公司拥有的华能东营新能源有

限公司拟处置的报废设备

3.660000

*G315BJ1006948

泰安昊华塑料有

限公司

51%

股权

5240.9 629.43

注册资本

：

8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氯甲烷

、

氯二氟甲烷

、

二氯甲烷

、

三氯甲烷

、

四氯乙烯

、

氯化钡

（

无仓储

）

的批发

（

有效期限有许可

证为准

）；

煤炭批发经营等

。

321.009300

G315BJ1006947

南安市中油海洋

船舶石油码头有

限公司

15%

股权

939.6 937.75

注册资本

：

60

万元 经营范围

：

经营港口油品接卸

（

汽油

、

柴油

）、

船舶供水业务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141.000000

GR2015BJ1001532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福

建销售分公司固

定资产及无形资

产

/ 1925.360000

转让资产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销售分公司拥有

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销售分公司固定资产及无

形资产

2500.000000

XZ1502BJ04846-11

中国国际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四辆平台车

/ 71.1104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四辆平台车对外转让

。

24.89

XZ1412BJ04658-10

中国国际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机器

、

运输等设

备类报废资产一

批

/ 146.82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机器

、

运输等设备类报

废资产一批对外转让

。

56.90

XZ1511BJ06248

北京印染厂部分

机加工设备和织

带机配件

/ /

北京印染厂拟将其持有的部分机加工设备和织带机配件公开转

让

97.5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5BJ1006949

御河硅谷

（

上海

）

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5%

股权

114595.81 13477.41

注册资本

：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建筑业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实业

投资

，

资产管理

，

商务咨询

（

除经纪

），

企业管理

，

财务咨询

（

不得

从事代理记账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750.000000

G315BJ1006952

青海省三江水电

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174,315,584.33

股股份

（

占总股本

的

16%

）

593228.09 125298.61

注册资本

：

108938

万元 经营范围

：

开发青海省境内黄河流域水

电资源

、

发电

、

售电

。

20047.780000

G315BJ1006953

青海省三江水电

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12,683,899.80

股股份

（

占总股本

的

1.16%

）

593228.09 125298.61

注册资本

：

108938

万元 经营范围

：

开发青海省境内黄河流域水

电资源

、

发电

、

售电

。

1453.470000

G315BJ1006950

上海御恒投资有

限公司

80%

股权

23.97 -795.15

注册资本

：

1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及咨询

，

商务信息咨询

，

地毯及辅料

，

五金交电

，

建筑材料

，

针纺织品

，

玻璃仪器

，

文化用

品

，

百货

，

金属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电产品

，

通讯设备

。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0.000100

G315BJ1006951

北京利丰雅高长

城印刷有限公司

39.46%

股权

43455.23 14369.19

注册资本

：

1850

万元 经营范围

：

出版物印刷

；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

刷

；

其他印刷品印刷

；

排版

、

装订

；

制版

。 （

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

印刷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

5670.082400

G315BJ1006954

山西朋通建安工

程监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

128.27 104.69

注册资本

：

100

万元 经营范围

：

信息系统工程的监理

**

（

法律法

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

需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

许可

项目的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

）

104.690000

为进一步规范湖北大江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原黄石大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股权管理工作，按照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要求以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3]54 号《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规定，拟对公

司股东持股情况进行核实与确认 （以下简

称“确权” ）。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确权对象

依法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

二、确权时间

2015 年 12 月 1 日 -2015 年 12 月 3

日，上午：8:30-12:00；下午：1:00-5:00。

三、确权地点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冶中路特 6 号湖

北大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四、主要确权事宜

核对并确认所持股权的历次变动情况，

对当前的持股情况进行核实、确认，形成公

司当前有效的《股东名册》。

五、注意事项

参加确权的股东应当携带本人身份证

原件及户口本原件等资料办理确权手续，确

权资料清单详见公司网站（http://www.

dajiang.net/）。 因未携带相关证件或未按

时参加公司确权导致相关股权状况无法进

行确认的，自行承担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六、重要提示

本次股份确权涉及各位股东的切身利

益，为维护各股东的合法权益，请各股东在

本公告规定的办理时间内自行前往规定地

点办理相关确权事宜。如有任何疑问，请及时

与本公司联系。 咨询电话：0714-5391727、

0714-5393367；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30，下午 2:30-5:30。

特此公告， 衷心感谢各股东的配合与

协助！

湖北大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1月 23日

湖北大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信息核查及现场确认公告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本次公告(2015-213)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5 年 11 月 19 日的

投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5

年 11 月 24 日。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

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 《中国证券

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

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寿全国服务

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

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18.53287�

21.06436�

36.54766�

13.53625�

11.68737�

14.54720�

12.95917�

13.21484�

9.98371�

8.68199�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http://www.cquae.com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101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

023

）

02363622638

、

0236362238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G315CQ1001660

芜湖市招商燃气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896.47 2170.04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经营项目：液化石油气经营（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压缩气体和液化气

体（丙烷）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6

年

10

月

28

日）；危险货物运输（

2

类

1

项）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8

年

9

月

21

日）；生产销售相关的橱具及零配件。

联系方式：李女士

13658369190

2171

G315CQ1001650-2

海南博鳌高尔夫有限公司

29%

股权

51816.54 27978.97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经营范围：兴建经营高尔夫球场、网球场；代销经营高尔夫球场设

备、用品用具；体育文化用品销售；高尔夫相关知识培训、会议策划；开发酒店、开发经营别墅、游

泳池、康疗设施，旅游娱乐设施；餐饮服务；小型商场（食品除外）

联系方式：

023-63623095

唐先生

7303

G315CQ1001659

重庆金鑫智慧科技公司

100%

股权

- 317.54

注册资本：

2358.53

万元 经营项目：冶炼、加工、购销：有色金属及附产品；购销：原辅材料及化工

产品 （除危化品）； 货物进出口 （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联系方式： 熊先生

023-

63606252

、

18680845183

刘先生：

023-63621586

、

15687887777

317.54

G315CQ1001658

重庆长安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10%

股权

20572.07 6409.79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长安品牌汽车及零部件；代办汽车相关手续及服务；

汽车零部件制造、加工（不含发动机）；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

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证后销售方可经营）；汽车租赁（凭备案证从事经营）；三类汽车维

修（仅限有资格的分支机构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联系方

式：唐先生

023-63623095

640.979

G315CQ1001657

北京泰雷兹交通自动化控制

系统有限公司

49%

股权

8044.47 3480.73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

1076.8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委托加工、销售信号控制设备及相关器材；系统

工程设计；技术咨询、售后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联系方式：（

010

）

51085023-8006

1710

G315CQ1001656

深圳平南铁路有限公司

72.6%

股权及

82232

万元债权

338699.73 211585.16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22152

万元 经营项目：从事平南铁路建设、经营以及配套的装卸、仓储业务；经

营铁路运输设备及器材、代办运输、代收车票以及平南铁路沿线内的灯箱、霓虹灯广告、车内广

播广告、车身广告和平湖、木石、坂田三站的路牌广告业务等等。

联系方式：李女士

13658369190

236450.315

渝BJ6565?(奥迪A6L��2.4AT)等两辆车标的包括渝BJ6565?(奥迪A6L?2.4AT)、渝BZ8516(雅阁HG7301?3.0L),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3.86万元协议或竞价整体转让。标的详情及特别告知等详见网站

公告（www.cquae.com）。 联系方式：刘女士?023-63622508?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央企部

重庆高鼎置业有限公司27.5%的股权司法拍卖公告 受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12月16日14:00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依法在重庆联交所涪陵分所以互联网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整体拍卖，现公

告如下：一、本次拍卖标的物（以下简称标的物）：被执行人持有的重庆高鼎置业有限公司27.5%的股权，拍卖保留价：134.180327万元，竞买保证金：26万元。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

物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可通过线上（通过互联网方式）或线下（到重庆联交所涪陵分所现场）两种方式报名，竞买人应在12月14日（到账为准）前将竞买保证金缴至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并12月15日（法定工作时间）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签订竞买协议等）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四、特别说明：1、标的物的股权、公司资产状况、披露资产及负债以评估

报告为准，竞买人应仔细阅读标的物评估报告且对财务数据进行核实，评估确定的基准日后公司资产负债发生变化的风险请竞买人自行了解，并承担其相应风险。 评估报告可到重庆联交所涪陵分所查看。

2、标的物的其他股东如有意竞买，请持委托法院认可的优先购买权证明到重庆联交所涪陵分所办理竞买手续，并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3、拍卖成交后，标的物由法院执行部门负责交付。 4、拍卖成

交后，标的物按移交时的实际状况为准，若有出入，拍卖成交价款以及拍卖佣金不予调整。 5、标的物过户所涉及的税、费由买、卖双方按国家相关规定各自承担其应缴纳部分。 6、竞买人须以自己名义并以现

金以外的转账方式将竞买保证金缴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他人为竞买人代支付保证金的将视为无效，所缴款项退回原账户。 7、竞买人通过互联网方式报名时，不得多人联合竞买，需办理

多人联合竞买的竞买人请到重庆联交所涪陵分所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8、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当在拍卖成交后7日内将价款全额划到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023-72385902�崔老师

联交所涪陵分所地址：涪陵区太极大道44号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23-72812538市高院监督电话：023-67673247��67673497��2015年11月23日

平顶山平东热电有限公司变压器废油一批 一、标的简介 标的系平顶山平东热电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变压器废油一批。 标的明细以《实物资产转让清单》为参考，资产完整性以实物现状为准，《实物资产

转让清单》以外的资产不在本次转让范围内；约重31吨，评估值：0.2万元/吨，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0.2万元/吨竞价转让，竞价保证金2万元，最终以实际移交时过磅重量乘以成交单价进行结算。 以上标

的详情、特别告知等事项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 报名电话： 18610612559�鹤先生（节假日除外）报名（文件快递）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1室 重庆联

合产权交易所

四川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33#、34#机凝汽器胶球清洗装置等废旧机器设备一批转让标的系四川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33#、34#机凝汽器胶球清洗装置等废旧机器设备一批。标的明细以《实

物资产转让清单》为参考，资产完整性以实物现状为准，《实物资产转让清单》以外的资产不在本次转让范围内；标的评估值56.53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45.89万元整体竞价转让。 受让方资格条件

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请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公告。 联系电话：18623069884��景先生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2015

年第

11

号

)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1月23日

一、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货币

基金主代码 320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4年12月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诺安货币市场基金招募

说明书》、《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2015年11月23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2015年10月22日至2015年11月22日止

注：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已于2012年2月21日进行份额分级。A类基金份额简称“诺安货币A” ，代码为320002；B类

基金份额简称“诺安货币B” ，代码为320019。

二、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

加)

投资者日收益=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10000*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保留到分,即保留两位小数点后

四舍五入)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5年11月24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投资者收益

结转的基金份额已于2015年11月23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

户,2015年11月24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

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28号),对投资者(包括

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

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注：1、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5]41号)的规定,投资者当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

配权益。

2、若投资者于2015年11月20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

支付。

3、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于每月22日集中支付并按1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

下一工作日。 2015年11月21日、22日为非工作日，因此本基金于2015年11月23日进行累积收益的集中支付并结转为

基金份额。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lionfund.com.cn；

2、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

3、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

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广发银行、宁波银行、温州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上海农商

银行、洛阳银行、齐商银行、渤海银行、烟台银行、哈尔滨银行、威海商业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华侨银行、包商银行、常

熟农商银行、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成都农村商业银行、桂林银行、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海

通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华泰联合证券、金元证券、长江证券、

南京证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东海证券、德邦证券、招商证券、东莞证券、国都证券、华泰证券、安信证券、江南证券、

平安证券、东方证券、光大证券、中信证券、渤海证券、国元证券、上海证券、新时代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中泰证

券、宏源证券、中投证券、山西证券、广州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江海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民族证券、财通证

券、信达证券、日信证券、华龙证券、华福证券、华融证券、大通证券、中原证券、国海证券、西南证券、东兴证券、财达证

券、华西证券、中信证券（山东）、红塔证券、第一创业证券、华安证券、华鑫证券、英大证券、万联证券、国盛证券、大同

证券、首创证券、深圳新兰德、长量基金、天天基金、增财基金、数米基金、众禄基金、好买基金、展恒基金、和讯信息、同

花顺、腾元基金、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一路财富、钱景财富、晟视天下、宜信普泽、唐鼎耀华、中经北证、汇付金融、

利得基金、浙江金观诚、基煜基金、诺亚正行以及陆金所资管的销售网点。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代销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桂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银行”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金所资管” ）为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基金代码：002137）的代销机构。

自2015年11月23日起， 投资者可在上述代销机构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

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自2015年11月23日起，投资者通过上述代销机构的各营业网点认购本公司前述基金，认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

折扣费率以上述代销机构的页面公示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有关公告。 优惠前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原费率指各基金法律文件中规定的标准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程序以代销机构的有关

规定为准。 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在2015年11月16日《中国证券报》和

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

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6-96299（全国）或96299（广西专线）；或前往其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www.guilinbank.com.cn

2.�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9031；或前往其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www.lufunds.com

3.�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

网址：www.lionfund.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

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代销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为诺安利鑫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基金代码：002137）的代销机构。

自2015年11月23日起， 投资者可在上述代销机构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

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在2015年11月16日《中国证券报》和

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诺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

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8；或前往其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www.spdb.com.cn

2.�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8；或前往其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www.cmbc.com.cn

3.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

网址：www.lionfund.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

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证券代码：

600303

编号：临

2015-076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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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票从2015年11月11日以来，8个交易日内6次涨停，累积涨幅68.14%，偏离大盘涨幅68.78%，其中在11月13日和17日两次触及异常波动标准。

应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将对股票价格异动原因进行核查。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年11月23日起停牌。 待核查完成后，公司将对核查情况进行披

露，并申请复牌。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0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海

富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A

类）新增诺亚正行（上

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

销售机构的公告

一、 诺亚正行（上海）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诺亚” ）的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日前与诺亚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诺亚为海富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简称：海富通一年定开债券A，

基金代码：519051）的销售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海富通

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海富通

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公告。

二、自2015年11月25日起，投资者可以在诺亚网点办

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诺亚网站：www.noah-fund.com

诺亚电话：400-821-5399

2、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tfund.

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3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海

富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新

增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

机构的公告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日前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海

富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纯债债券A；

代码：519061；海富通纯债债券C；代码：519060）的销售

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海富通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海富通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

二、自2015年11月24日起，投资者均可在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各网点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等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s.ecitic.com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咨询电话：95548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