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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版位提示

最新公告速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中国国贸 (600007) 公布公开发行
2014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
告。
铁龙物流(600125)公布2013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
重庆啤酒(600132)公布关于关闭永
川分公司的公告。
吉林森工(600189)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南山铝业(600219)公布关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公告。
荣华实业(600311)公布关于对公司
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华发股份(600325)公布2015 年 公
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国机汽车(600335)公布关于控股公
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柳化股份(600423)公布关于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金还款进展的公告。
博通股份(600455)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公告。
海岛建设(600515)公布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铁二局(600528)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时代出版(600551)公布第六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同达创业(600647)公布关于终止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

*ST金化(600722)公布关于控股股
东拟协议转让所持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
性公告。
重庆百货(600729)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公告。
通策医疗(600763)公布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综艺股份(600770)公布关于控股子
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获批的公告。
辅仁药业(600781)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厦工股份(600815)公布关于获得国
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专项委托贷款的公
告。
智慧能源(600869)公布关于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梅花生物(600873)公布关于对外投
资参与设立浙江领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大秦铁路(601006)公布2012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
隆基股份(601012)公布关于董事长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共进股份(603118)公布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公告。
北部湾旅(603869)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国药一致(000028)公布第七届董事 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
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晨鸣纸业(000488)公布关于“12晨
青海明胶(000606)公布关于重大资
鸣债” 票面利率不调整暨债券持有人回 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京东方Ａ(000725)公布关于变更办
友利控股(000584)公布关于终止重 公地址的公告。
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重大资产重组申
北京文化 (000802) 公布关于电影
请文件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铁道飞虎》情况的公告。
桐君阁(000591)公布重大资产重组
贵糖股份(000833)公布董事会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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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实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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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5年9月29
日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方案及相关事项（详细内容请见2015年9月3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5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鉴于本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获得股东
大会通过将满60日，且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交割工作尚未完全实施完毕，因此，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次重大资产置
换实施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置出资产长期股权投资项目的股权变更手
续已经办理完成；置入资产长期股权投资项目的股权变更手续正在办理过程
中。
本公司将继续加紧实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工作,并将按相关规定及
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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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停
牌进展公告。
大连国际(000881)公布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航天科技(000901)公布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佳电股份(000922)公布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首钢股份(000959)公布重大资产置
换实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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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三友(002044)公布第六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栋梁新材(002082)公布关于法定代
表人变更的公告。
沃尔核材(002130)公布关于公司以
所持参股公司股权作价认购大连国际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千足珍珠(002173)公布关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飞马国际(002210)公布关于终止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的
公告。

(下转B002版)

基金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开展部分基金网上直销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的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参
加长量基金手续费率优惠活动并开通转
换业务的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
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诺
安利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
销机构的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捷成股份和康美
药业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年9月12日中国证
监会公告[2008]38号）等有关规定，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11月27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
金持有的“
捷成股份”（代码：300182）和“康美药业”（代码：600518）采用
“
指数收益法” 予以估值。
待上述股票的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
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
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0日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2015-128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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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远东智慧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向蔡道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2691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 核准你公司向蔡道国发行52,480,211股股份、 向蔡强发行41,160,
950股股份、向颜秋娥发行9,261,213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 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58,311,345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

证券代码:601012

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
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
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事宜，并及
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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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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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董事长钟宝申先
生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钟宝申先生于2015年11月26日和11
月2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钟宝申先生于2015年11月26日和11月27日共计增持公司股份827.41万
股,增持均价为13.7元/股。
本次增持前，钟宝申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24,269,86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37%；本次增持后，钟宝申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32,543,964
证券代码：6003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
二、其他事项
本次增持后，公司于2015年7月9日披露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计划
已完成；钟宝申先生承诺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其增持行为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股份变动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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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荣华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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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肃北县浙商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商
矿业” ）因选矿厂设备检修、生产工艺调整、尾矿坝加固工程停产。 由于浙商矿
业环评报告书未取得环保部门的批复，未能按计划恢复生产，公司正在与环保
部门积极沟通，但目前尚无法准确预计具体的复产时间。
由于浙商矿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资产、 营业收入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总资产、营业收入的49.94%和100%，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3.1规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
内不能恢复正常” 的情形。 拟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起始日。
股票种类：A股
股票简称：荣华实业
证券代码：600311，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 后证券代码不变。

乐通股份(002319)公布关于调整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科华恒盛 (002335) 公布关于获得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认定的公告。
浩宁达(002356)公布关于控股股东
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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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锅股份(002534)公布关于公司控
股子公司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公告。
兄弟科技(002562)公布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京威股份(002662)公布关于公司就
德方股东违反《市场划分协议》与《避免
同业竞争承诺函》签订《和解协议书》的
公告。
永东股份(002753)公布关于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进展公告。
神州泰岳(300002)公布关于参股公
司中清龙图终止借壳友利控股的提示性
公告。
阳普医疗(300030)公布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披露提示暨复牌公告。
超图软件(300036)公布关于重大资

公司股票于2015年11月30日停牌一天，自2015年12月1日起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 。
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 后股票简称：ST荣华，。
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 后涨跌幅限制为：5%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
其他风险警示” 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和环保部门沟通，协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对《金山金
矿及尾矿综合开发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评审并取得批复，恢复浙商矿
业的正常经营，撤销“
其他风险警示”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发布公
告。
三、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辛永清、刘全
电话：0935-6151222
传真：0935-6151333
特此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风险。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0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天
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添利
A份额开放赎回业务的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
于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西部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
于增加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
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旗
下部分基金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
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000028
000488
000584
000591
000662
000725
000802
000881
000916
000922
000939
000959
002092
002130
002173
002210
002319
002319
002320
002335
002356
002409
002417
002431
002457
002536
002544
002567
002582
002592
002612
002629
002663
002667
002707
002719
002736
002753
002779
002780
300030
300043
300493
300496
600030
600132

国药一致
晨鸣纸业
友利控股
桐君阁
索芙特
京东方A
北京文化
大连国际
华北高速
佳电股份
凯迪生态
首钢股份
中泰化学
沃尔核材
千足珍珠
飞马国际
乐通股份
乐通股份
海峡股份
科华恒盛
浩宁达
雅克科技
*ST元达
棕榈园林
青龙管业
西泵股份
杰赛科技
唐人神
好想你
八菱科技
朗姿股份
仁智油服
普邦园林
鞍重股份
众信旅游
麦趣尔
国信证券
永东股份
中坚科技
三夫户外
阳普医疗
互动娱乐
润欣科技
中科创达
中信证券
重庆啤酒

B012 600189 吉林森工 B003
B008 600219 南山铝业 B008
B003 600311 荣华实业 B001
B002 600315 上海家化 B003
B007 600325 华发股份 A08
B002 600335 国机汽车 B004
B003 600455 博通股份 B002
A42
600468 百利电气 B002
600515 海岛建设 A43
A05
B006 600528 中铁二局 B002
深高速 B003
B004 600548
B001 600551 时代出版 B010
A32
600722 *ST金化 B009
B010 600770 综艺股份 B002
B012 600815 厦工股份 B010
B024 600837 海通证券 B003
B010 600869 智慧能源 B001
A45
601006 大秦铁路 B004
B024 601012 隆基股份 B001
B012 603118 共进股份 B012
B024 603398 邦宝益智 A29
B021 603518 维格娜丝 B011
B021 603696 安记食品 A39
B021 603800 道森股份 A41
B021 603869 北部湾旅 B002
B021 603936 博敏电子 A30
603999 读者传媒 A12
A32
B024 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
B021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B013
基金
A32
A32 南方永利1年期开放
A32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018
（
B021
LOF）
A46 大成景丰债券型证券
A48
投资基金
B021
B010 广发深证100指数分
B016
级证券投资基金
B008
B021 南方中证500医药卫
A37 生指数交易型开放式 A47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35
B024 长信利广灵活配置混
A17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8
A33 长信利盈灵活配置混
A21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32
B008 长信改革红利灵活配置
A25
B003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城久利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国都创新驱动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广发天天红发起式货
币市场基金
南方通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
略100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
博时基金
长盛基金
长信基金
东方基金
富国基金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国联安基金
华安基金
华宝兴业基金
海富通基金
华夏基金
嘉实基金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民生加银基金
诺安基金
平安大华基金
鹏华基金
前海开源基金
融通基金
上投摩根基金
天弘基金
西部利得基金
信诚基金
鑫元基金
兴业全球基金
易方达基金
银华基金
银河基金
中海基金
浙商基金
中欧基金
招商基金
中信建投基金
中银基金

B014
A13
B017
B022
B020
B012
B005
B008
B001
B005
B005
B005
B011
B024
B011
B024
B001
B008
A08
A08
B024
B011
A08
B011
A45
B004
B003
A32
B024
A32
B001
A32
B021
B011
A32
B024
B008
B001
B005

交易提示
因刊登重要公告停牌一天：
荣华实业(600311)
因重要事项未公告停牌一天：
深高速(600548)
其他停牌：
劲胜精密(300083)特别停牌；
长电科技(600584)因重要事项未公告，自11月30日起连续停牌。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参与长量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经与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量基金” ）协商一致，现决定东方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参与长量基金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5年12月1日起，投资者通过长量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本公
司旗下基金，申购费率享有最低2折优惠。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0.3%，则按
0.3%执行；若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3%，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按
原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具体适用的折扣优惠详见长量基
金的公告。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
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且在长量基金销售的非零申购费率开放式基金。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长量基金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开
放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当日起，自动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3、费率优惠期限
截止时间以东方基金或长量基金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在长量基金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本公司基金，且仅
适用于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产生的申购手续
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2、本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长量基金所有。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
业务规则和流程以长量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长量基金有权不时调整该活
动及费率优惠安排，相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长量基金网站的最新公
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

www.erichfund.com

400-820-2899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orient-fund.com/

400628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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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
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1月30日

关于增加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为嘉实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及参加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
式基金代销协议，自2015年11月30日起，增加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为嘉实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范围
嘉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嘉实中证锐联基
本 面 50 指 数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 嘉 实 恒 生 中 国 企 业 指 数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QDII-LOF）、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LOF)、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合计6只基金。
注：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嘉实中证中期
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实施限制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恢复
正常申购业务时间以嘉实公告为准。
二、基金开户、申购等业务
自2015年11月30日起，所有投资者可在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办
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特别说明除外）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购上述基金， 享有平台活动

提供的所有费率折扣优惠。 各基金原费率参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
务公告。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最
新公告为准。
四、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详情：
1.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网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14 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14 楼 09 单元
郭坚
联系人
宁博宇
传真
021-20665952
021-22066653
客服电话
www.lufunds.com
4008219031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网址：www.jsfund.cn。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0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陆金所资管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陆金所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金所资管”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5
年11月30日起，本公司将增加陆金所资管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陆金所资管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具体的
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陆金所资管的规定为准。
编号

基金代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61115
161116
161117
161118
161119
161120
161121
161122
161123
502003
502006
502010
502048

基金名称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基金（LOF ）
易方达黄金主题基金（LOF ）
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基金（LOF ）A
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基金（LOF ）C
易方达银行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易方达并购重组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易方达上证 50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特别提示：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处于封闭运作期，暂不办
理申购和赎回等业务，该基金开放相关业务的具体时间请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二、重要提示
1.陆金所资管暂不开通我司旗下基金的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陆金所
资管今后如开通相关基金的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

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陆金所资管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或垂询陆金所资管。
2. 有关上述基金参加陆金所资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
2015年9月1日发布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
加陆金所资管为销售机构、参加陆金所资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3．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09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
法定代表人：郭坚
联系人：宁博宇
电话：021-20665952
传真：021-22066653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9031
公司网站：www.lufunds.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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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
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