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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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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

月1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的议案》（以下简称“《重组预案》” ）等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10

月14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

告内容。公司于2015年10月23日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

[2015]第30号）中的内容进行了落实并提交了《北新集团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同时对《重组

预案》进行了补充披露（详情请见公司于2015年10月26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内容）。 公司股票于2015年10月26日起复牌。

现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公司聘请的中

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的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评估

工作正在履行资产评估报告备案程序。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

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项，并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程序。

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15年10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北新集团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之“重大风险提示” 章节中，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有关风险

因素作出特别说明， 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预案中关于风险提示内

容，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董事会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

事会或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尚未发出股

东大会通知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之前，将每隔三十日发

布一次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01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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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

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

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9月15日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

重组” ）的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9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

登了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 后续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意见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进行了修订， 并于2015年10月15

日披露了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及相关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5年10月15日开市起复牌。 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重组涉及的审计及评估工作已基本完

成，正在履行相关审批备案程序。目前，公司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

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

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披露正式

方案，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重组履行相关的审批程

序。

二、特别提示

1、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0号———重大资产重组》

等有关规定，公司自重组预案披露后至发出召开审议重组事项的股

东大会通知前，将每隔30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2、截止本公告日，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

方撤销、终止本次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

相关事项。

3、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披露的《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2015年

10月15日披露的《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对本次重组的风险

进行了详细披露。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获得上述核

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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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5[076]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购建

VLCC

油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或“公司” ）

通过下属单船公司在南通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通中远川崎” ）订造2艘30.8万载重吨的节能环保型VLCC原油

船，于2015年12月13日在深圳签署《船舶订造协议》。

●本公司通过下属单船公司在大连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连中远川崎” ）订造2艘30.8万载重吨的节能环保

型VLCC原油船，于2015年12月13日在深圳签署《船舶订造协议》。

●南通中远川崎和大连中远川崎为本公司之独立第三方，不构

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2015年12月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订造10艘节能环保型VLCC油轮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在国内三家船厂订造不超过10艘节能环保型VLCC油轮，议案

内容请见公司2015年12月4日发布的《招商轮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74]号。

公司通过下属4家单船公司（以下合称“买方” ）分别在南通中

远川崎和大连中远川崎各订造2艘30.8万载重吨的节能环保型

VLCC原油船， 并签署4份 《船舶订造协议》（以下简称 “《协

议》” ），4份协议总价款3.52亿美元。上述交易未构成本公司的关联

交易。

二、协议方简介

买方： 公司下属4家单船公司， 注册地址均为香港干诺道中

168-200号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32楼。

卖方：

1、南通中远川崎：注册地址为江苏省南通市临江路117号，法

定代表人为神林伸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6,220万元，主要从事

建造、销售、检修各种船舶，是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和中远造船工业

公司投资设立的现代化大型船舶企业。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和中远

造船工业公司的出资比例均为50%。

2、大连中远川崎：注册地为辽宁省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顺达路

1号，法定代表人为李玉平，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6.2亿元，主要从事

船舶的设计、制造、销售、修理(不含军用船舶)，是中远造船工业公

司、 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和南通中远川崎合资兴建的大型造船企

业。 中远造船、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和南通中远川崎对大连中远川

崎的出资比例分别为36%、34%和30%。

三、《船舶订造协议》主要内容及资金来源

（一）船舶订造协议的主要内容

1、买方订造的4艘节能环保型VLCC，总价款3.52亿美元；将根

据造船进度分五期支付进度款，具体为签约10%、开工10%、铺底

10%、下水10%和交船60%。

2、4艘节能环保型VLCC交船期为2018年12月底之前。 交船地

点为大连中远川崎和南通中远川崎的船厂。

3、如交船日期迟延或船舶状况（船速、油耗、载重吨数）不能满

足合同约定，买方有权降低订造价格，如交船日期迟延超过一定天

数或船舶状况低于合同约定的具体标准，则买方有权撤销合同。

4、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合同各方签字生效。

5、争议解决方式：仲裁。

（二）资金来源

上述船舶订造所需资金初步拟50%使用自有资金，50％使用银

行借款，具体将根据银行融资及公司实际情况确定。

四、其他事项及影响

公司本次订造的VLCC油轮为新型节能环保船舶，预计可比目

前船型（公司2009-2011年建造的VLCC油轮）降低油耗约20%，

同时环保相关指标也有较大改善。

公司董事会认为， 此次新造VLCC是既定计划的具体实施，本

次VLCC船队购建计划实施后，预计公司油轮船队船型、船龄、成本

结构等均将显著改善，船队规模、市场竞争力得以提升，具备更佳的

拓展客户、捕捉市场机会和抵御市场波动风险的实力。

本次交易具体实施所涉及的公司境外投资和大额用汇等事项，

尚需在国家相关部门备案。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备查文件：

1、招商轮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船舶订造协议。

证券代码：

000949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2015-057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更换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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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8

日披露了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

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6）。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平安证券” ）承接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尚未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的持续督导职责。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2015年12月11日公司

及平安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北站支行（以下简称“中

国银行” ）重新签订《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约定如下：

一、公司已在中国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 ），账号为248131065498。 截止2015年12月9日，专户余额为

14.0927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2×2万吨超柔软氨纶纤维

项目一期工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中国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三、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

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平

安证券应当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

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中

国银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平安证券每半年对公司募

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鹏、赵宏可以随时

到中国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中国银行应当及时、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中国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平安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中国银行查询公

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中国银行按月（每月第5个法定银行工作日之前）向公司出

具对账单， 并抄送平安证券。 中国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

民币五千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10%的，中国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

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中国银行，同

时向公司、中国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中国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平安

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

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中国银行、平安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

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且平安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十、本协议一式九份，公司、中国银行、平安证券三方各持一份，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公

司备用。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1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5-080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设备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先

域微电子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先域

微电子 ” ） 签署了 《国内设备采购合同》（合 同 编 号 ：

LED2015122），并与ASM� Pacific（Hong� Kong）Limited（以下

简称 “ASM� Pacific” ）签署《进口设备采购合同》（合同编号：

LED2015121）。

根据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上述合同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 先域微电子和ASM� Pacific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本次设备采购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二、合同主要内容

（一）与先域微电子签署的《国内设备采购合同》

1、合同双方

买方：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先域微电子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2、合同标的：自动引线键合机

3、合同总价款：人民币10,798.64万元

4、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与ASM� Pacific签署的《进口设备采购合同》

1、合同双方

买方：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ASM� Pacific（Hong� Kong）Limited

2、 合同标的：HIGH� SPEED� EPOXY� DIE� BONDER管芯安

放机

3、合同总价款：756.80万美元。

4、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签署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基于业务发展的实际所需对外采购生产设备，有利于生产

规模进一步扩大，持续提升公司的生产能力与水平，从而把握产业

发展的大好时机，为客户提供更具性价比优势的产品与服务，提升

公司整体市场竞争力。

四、备查文件

1、与先域微电子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签署的

《国内设备采购合同》（合同编号：LED2015122）；

2、与ASM� � Pacific（Hong� Kong）Limited签署的《进口设

备采购合同》（合同编号：LED2015121）。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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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停牌：

中国天楹(000035)、蒙发利(002614)、蒙草抗旱(300355)特别停牌；

中安消 (600654)、 中路股份 (600818)、 中路B股 (900915)、 润达医疗

(603108)因重要事项未公告，自12月14日起连续停牌。

保利地产(600048)公布2015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永泰能源(600157)公布2012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2015年付息公告。

创兴资源(600193)公布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之全资子公司湖南神龙矿业

有限公司100%股权的第二次拍卖结果公

告。

亚星化学(600319)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风帆股份(600482)公布关于与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福能股份(600483)公布关于与中陕

核工业集团公司签订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精工钢构(600496)公布关于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刚泰控股(600687)公布关于意向收

购广州市优娜珠宝首饰有限公司36.96%

的股权的公告。

中航资本(600705)公布关于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议案的公告。

辅仁药业(600781)公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连云港(601008)公布2015年公司债

券发行结果公告。

江南水务(601199)公布2015半年度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上海医药(601607)公布关于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招商轮船(601872)公布购建VLCC

油轮公告。

中国重工(601989)公布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雪峰科技(603227)公布关于新疆雪

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方大集团(000055)公布关于两家全

资子公司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

公告。

贵糖股份(000833)公布董事会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停

牌进展公告。

财信发展(000838)公布关于下属眉

山市水清木华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变更情

况的公告。

中信国安(000839)公布第五届董事

会第八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新乡化纤(000949)公布关于更换保

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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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工国际(002051)公布关于控股股

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公告。

青岛金王(002094)公布2012年公

司债券2015年付息公告。

拓邦股份(002139)公布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宏达高科(002144)公布关于参股公

司海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新

三板挂牌的公告。

拓日新能(002218)公布关于签署业

务合作协议的公告。

北化股份(002246)公布关于聘任董

事会秘书的公告。

卫士通(002268)公布关于收到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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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博

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新增深圳腾元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增

加长盛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以

通讯会议方式召开富国信用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

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增

加恒宇天泽为广发货币市场基金代销机

构的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布

关于召开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一次提示性

公告。

交银施罗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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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为旗下部分基金的场外销售机构并参

与电子交易平台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增

加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为

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投、转换

业务及开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增

加国金证券为万家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基金

(

下转

B002

版

)

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补充公告。

北新路桥(002307)公布工程中标公

告。

键桥通讯(002316)公布关于出售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天原集团(002386)公布关于老厂区

搬迁事项进展的公告。

中南重工(002445)公布关于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国星光电(002449)公布关于签署设

备采购合同的公告。

康得新(002450)公布关于“12康得

债” 投资者回售结果的公告。

青龙管业(002457)公布关于拟以超

募资金出资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的公告。

天汽模(002510)公布关于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发审

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兄弟科技(002562)公布关于签订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江粉磁材(002600)公布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龙力生物(002604)公布关于与湖南

商康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的公告。

德尔未来(002631)公布关于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

公告。

金安国纪(002636)公布关于成立覆

铜板事业部的公告。

中科金财(002657)公布关于公司股

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龙泉股份(002671)公布项目中标公

示的提示性公告。

红旗连锁(002697)公布关于公司与

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展合作暨复

牌的公告。

一心堂(002727)公布关于实际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