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02
基

金

发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易方达信息产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信诚至鑫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513

基金代码

A：003215；C：003216

基金类型

混合型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1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29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9月28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11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安信永丰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类003273；C类003274

基金代码

A：003434；C：003435

基金类型

债券型

基金类型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12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27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9月28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12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光大保德信铭鑫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002773；C：002774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26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9月28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鹏华增瑞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60642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6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9月30日

发行要素

行

提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浙商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中加丰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220

基金代码

003428

基金类型

债券型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3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10月11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28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红塔红土长益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嘉实稳荣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550

基金代码

A：002688；C：002689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26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平安大华惠享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3336

基金代码

003286

基金类型

债券型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29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27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12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经济新动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长信稳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3349

基金代码

519778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8日

发行截止日期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沪港深价值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内容提要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10月1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2016年10月14日

发行要素

基金名称

招商招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003265；C：003266

基金代码

519779

基金类型

债券型

基金类型

管理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9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9月30日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长江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要素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托管人

证券代码：600097

示

发行起始日期

混合型

管理人

基金名称

T ips

信息提示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6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1月4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国泰创业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0223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28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1月4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中国世纪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代码

003243
003244
003245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29日
2016年11月4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截止日期

基金名称

兴业启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代码

A：003309
C：003310

基金名称

中欧丰泓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

基金类型

债券型

基金代码

A，代码：002685
C，代码：002686

管理人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12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10月1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17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24日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30日
2016年11月4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截止日期

基金名称

东方红价值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华安睿享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华夏网购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富国中证医药主题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代码

161035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代码

A：002783；C：002784

基金代码

A：003339；C：003340

基金代码

002837

基金类型

混合型

基金类型

混合型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19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10月12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26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9月3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18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28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鹏华兴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中科沃土沃鑫成长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广发集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002711
C：002712

基金类型

债券型

基金代码

A：003367；C：003368

基金代码

003125

基金类型

混合型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10月1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1月4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21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13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3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1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19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28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泓德泓华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新华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846

基金类型

■ 2016年9月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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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中加丰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3417

基金类型

债券型

管理人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3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1月30日

发行要素

内容提要

基金名称

嘉实物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类:003221
C类:003222

基金代码

519772

基金代码

A：003298；C：003299

混合型

基金类型

债券型

基金类型

混合型

基金类型

股票型

管理人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22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19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10月10日

发行起始日期

2016年9月30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11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0月28日

发行截止日期

2016年12月16日

证券简称：开创国际

公告编号：临2016-039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
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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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9
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2718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
公司提交的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
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须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审批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601555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16-05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新设3家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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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江苏证监局《关
于核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3家分支机构的批复》（苏证监机构字
[2016]259号），根据该批复，公司获准在天津市、江苏省丹阳市、昆山市各设
立一家证券营业部，其中，天津市设立的营业部信息系统建设模式为B型，其
他2家为C型。 证券营业部的营业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
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公司将依法依规为新设的证券营业部配备人员,健全完善制度、业务设
施和信息系统， 并根据相关规定自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证券营业部的设
立及工商登记事宜,申领《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000540

售

流

通

股

解

禁

提

示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禁数量

000810

创维数字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27 名

117,625,822

30,627,437

2016-9-28

002013

中航机电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4 家

825,110,204

825,110,204

2016-9-28

600744

华银电力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6 名

353,249,879

353,249,879

2016-9-28

000721

西安饮食

西安皇城医院等

274,500

274,500

2016-9-29

002581

未名医药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11 名

25,647,035

25,647,035

2016-9-29

300051

三五互联

持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共 3 人

9,933,538

9,933,538

2016-9-29

603958

哈森股份

邓绍雄

284

284

2016-9-29

最

新

公

告

速

占总股本比例（% ）

上市流通时间

览

(上接B001版)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奥瑞金(002701)公布关于与古巴冶金工业集团（Grupo Empresarial
de la Industria Sidero Mecánica）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牧原股份(002714)公布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爱迪尔(002740)公布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的公
告。
木林森(002745)公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票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
业务的公告。
东方新星(002755)公布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股份解除质
押的公告。
多喜爱(002761)公布关于董事、监事减持股份的公告。
蓝黛传动(002765)公布关于与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
进展公告。
奇信股份(002781)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微光股份(002801)公布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丰元股份(002805)公布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亚泰国际(002811)公布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崇达技术(002815)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深基地Ｂ(200053)公布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莱美药业(300006)公布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赛为智能(300044)公布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合康变频(300048)公布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暨股份减

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康耐特(300061)公布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第一个行权/解锁期可行权/解锁的公告。
锦富新材(300128)公布关于收购远东亚洲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80%股权的公告。
智慧松德(300173)公布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
公告。
朗源股份(300175)公布关于购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海伦哲(300201)公布重大合同公告。
富瑞特装(300228)公布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宜通世纪 (300310) 公布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
告。
创意信息(300366)公布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易事特(300376)公布关于中标临朐县光伏扶贫发电BOT项目的公告。
星徽精密(300464)公布关于部分股权激励已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完成公告。
中亚股份(300512)公布关于签署增资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科大国创 (300520) 公布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
告。
中潜股份(300526)公布关于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博创科技(300548)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
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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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9月19日以电话和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和文件材料，会议于2016年9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吴壹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260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2016-066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联合体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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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27日，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湖南
长信畅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信畅中” ）与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西广电” ）组建联合体，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
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的投标。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长信畅中收到招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的《中标通知书》，确定长信畅中与广西广电联合体，中标广西壮族自治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中标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标内容：广西壮族自治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一项
二、中标工作范围：
1、硬件设备采购（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安全设备、机房设备等）；
2、软件采购（系统软件采购、定制开发软件、安全软件等）；
3、系统集成；
4、人员培训；
5、整体运行的售后服务；
6、项目实施及整体管理，组织与项目有关各单位实施，协助项目验收等，以及其他与
本项目建设有关的工作。
三、中标事项进展及对公司的影响
联合体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三十日内将与招标采购单位签定正式合同，并按招标文
件要求和投标文件的承诺履行完合同。 本次中标总金额为人民币1.402473亿元， 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人民币32.3亿元，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市场
拓展能力及品牌影响力产生积极影响，但合同履行影响公司财务指标的具体金额目前尚
无法测算。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2016-106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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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金控” ）因经营需要，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惠州分行” ）申请融资金额300,000万元，融资期限不超过5
年，起始日以实际放款日开始计算。 公司为贵阳金控就上述融资事项的全部义务和
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以实际贷款发放金额为准。 公司与平安银行惠州
分行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目前300,000万元资金已到账，担保现已生效。
（二）担保审批情况
经2016年2月26日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子公司向金融机构
融资或从事经营活动需要由公司提供履约担保、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金融
机构融资或从事经营活动需由有条件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等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对九家公司全资子公司和一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和履约担保。 其中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85亿元和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及全资子公司相互
担保共计额度20亿元，并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组织实施（具体内容详
见2016年2月6日 《关于明确公司为子公司和子公司为公司等提供担保额度并授权
公司董事长具体实施的公告》 和2016年2月27日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经2016年8月12日2016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对五家公司
全资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天
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乌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天城投集
团江苏置业有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580,500万元，并新增对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
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和履约担保70,000万元,本次共增加担保额度
650,500万元。 主要内容详见2016年8月1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
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经2016年9月23日2016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
司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1,000,000万元，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
事长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宜，根据实施情况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要内容详见2016年9月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新增对
全资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上述担保事项均已授权公司董事长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证券代码：603012

（一）被担保人名称：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贵阳市金阳新区八匹马房交中心1楼
（三）法定代表人：李凯
（四）注册资本：600,000万元
（五）经营范围：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及类金融的投资、咨询、管理；资产
管理；互联网金融服务；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住宿；餐饮（中
餐、西餐类销售、含烧烤、含凉菜、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凉热饮品制售）；销售
烟、酒及预包装食品（在取得相关许可证在分公司经营）；游泳池、健身房、水疗房
（限分支机构经营）；酒店管理；会议、会展服务。
（六）与公司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七）截至2015年12月31日，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总资产1,382,091.26万
元，净资产662,023.27万元，2015年度营业收入526,887.54万元、净利润80,919.16
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债权人实现债权
而发生的费用。
（三）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担保金额：提供融资总金额人民币3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贵阳金控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根据经营需要为其融资提供担
保，符合公司的利益，亦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目前，连同本次担保公司合计对外担保1,353,362.00万元,占公司2015年
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1,261,563.46万元的107.28%。 其中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1,333,362.00万元：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8,900.00万元、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281,582.00万元、贵阳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671,750.00万元、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金融 中 心 有限 责 任 公 司 70,
000.00万元、中天城投集团资源控股有限公司1,130.00万元、江苏置业有限公司50,
000.00万元；为深圳前海万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0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6-054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创力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赛盟科技（
香港）有限公司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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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出资概况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6年4月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关于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议案》， 于2016年5月13日召开的201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
原“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结余22,735万元（不含息）中的10,
020万元以香港创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创力” ）和浙江创力融资租
浙江创力” ）为实施主体用于该融资租赁项目。 详细内容分别见
赁公司（以下简称“
2016年4月28日、5月14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创力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创力集团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创力
集团关于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公告》、《创力集团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二、赛盟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赛盟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盟科技” ）及时开立了募集资
甲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金专户。 2016年9月27日，赛盟科技（以下简称“
海分行青浦支行（以下简称“
乙方” ）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丙方”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青浦支行

账户名称
账号
赛盟科技（香港）
FTN786270013144
有限公司

金额（美元）

4,619,682.35

用途
融资租赁
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FTN786270013144，截至2016年9月26日，专户余额为4,619,682.35美元。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赛盟科技募集资金投向募集项目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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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16-040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限

证券代码：000028、200028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公告编号：20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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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召集并于2016年9月22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
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会议于2016年9月27日上午10:00在公司
会议室以电话通讯结合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
公司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赵笃仁先生主
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撤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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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文
件的议案》
公司于2016年6月3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并于当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
证》（161392号）， 于2016年6月12日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61392号），于2016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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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92号），于2016年8月17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公司关于延期回复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申请》。
截至2016年9月22日，本次重组标的所在的影视行业市场环境发生一定变化，西
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春天融和” ）能否实现其承诺
业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在与春天融和相关的交易对方进行充分商榷之后，由于在
是否调整估值等关键条款上未能达成一致，公司从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角度出发，经审慎研究，现拟对本次重组方案做重大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需要撤回本次重组
申请文件，并在调整本次重组方案后重新申报。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撤回原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并在调整后的重组方
案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重新申报。
关联董事赵笃仁、杨进军、董晓民、葛相军及王永刚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
其他4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6月审计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6年1-6月审计报告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XYZH/2016JNA20257号《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特此公告！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55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16-041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材料并进行重
大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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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6年9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议案》， 同意公司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申请材料并进行重大调整、筹划修订后的重组方案。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16年6月3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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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文件，并于当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
料接收凭证》（161392号），于2016年6月1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161392号），于2016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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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92号），于2016年8月17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公司关于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
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
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江岚、冯浩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
送给丙方。
（六）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
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
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
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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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9月28日
延期回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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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文件反
馈意见的申请》。
截至2016年9月22日，本次重组标的所在的影视行业市场环境发生一定变化，西
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春天融和” ）能否实现其承诺
业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在与春天融和相关的交易对方进行充分商榷之后，由于在
是否调整估值等关键条款上未能达成一致，公司从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角度出发，经审慎研究，现拟对本次重组方案做重大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需要撤回本次重组
申请文件，并在调整本次重组方案后重新申报。
一、本次重新组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一）本次重组历程
在本次重组推进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证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组。 主要历程如下：
1、2015年5月11日公司股票停牌，2015年6月1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停牌公告》，确认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2015年12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共
达电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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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议案。 详见2015年12月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的有关公告。
3、2015年12月10日收到深交所《关于对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5】第51号）。 公司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出
具的重组问询函作出回复，并更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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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摘要。有关回复、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及摘要、中介机构报告等于
2016年4月18日刊登于相关指定披露媒体。 公司股票于2016年4月18日开市起复牌。
4、2016年5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并
按要求披露了相关文件内容。
5、2016年6月1日公司召开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本次
重组相关的议案及事宜。
6、2016年6月12日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1392
号），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7、2016年7月8日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161392号），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8、公司于2016年8月17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公司关于延期回复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申请》。 公司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自2016年8月19日起延期不超过30个工作日 （2016年9月30日）
提交《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及附件材料。
9、2016年9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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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文件的议案》，同
意公司撤回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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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文件，
并在调整后的重组方案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重新申报。
（二）相关信息披露及风险提示
在本次重组工作推进过程中，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
在本次重组报告书中对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撤回本次重组申请文件的原因
截至2016年9月22日，本次重组标的所在的影视行业市场环境发生一定变化，西
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春天融和” ）能否实现其承诺
业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在与春天融和相关的交易对方进行充分商榷之后，由于在
是否调整估值等关键条款上未能达成一致，公司从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角度出发，经审慎研究，现拟对本次重组方案做重大调整。
三、后续工作安排
依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议案》， 公司将于本次停牌期间
（即2016年9月23日起的停牌期间）与相关各方就相关协议部分条款进行重新商议，
筹划修订后的重组方案。
公司与相关各方将尽快确定修订后的重组方案，并依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履行相关审议决策程序后，将重新向中国证监会申报。
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