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818�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2014-058

半年度

报告摘要

2014年 8 月 22日 星期五

B9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481� � �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14-052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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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双塔食品”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年8月

9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4年8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君敏先生主持。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公司拟与ABUNDANTLAND� AGRICULTUER� CORP� (阿邦德农业公

司)在加拿大设立中加谷物有限公司，英文名：C&C� GRAIN� CORPORATION（暂定名，具体以最终登记为

准），从事农田耕种，农场经营管理，（农业）咨询顾问，谷物加工处理及贸易。注册资本2000万加币，其中双

塔食品出资 1200�万加币， 占注册资本的 60%， 以货币出资； 阿邦德公司出资800�万加币， 占注册资本的

40%，以货币或/及土地所有权出资。双方根据合资公司业务开展程度确定出资时间及额度。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81� � �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14-053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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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14年8月20日，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双塔食品”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

案》，同意与加拿大 ABUNDANTLAND� AGRICULTUER� CORP（以下简称“阿邦德公司” ）在加拿

大萨斯喀彻温省合资共同设立公司。

2、2014年8月12日，公司与阿邦德公司签署了《出资人协议》，协议约定：双方拟共同投资设立中加谷物

有限公司，英文名：C&C� GRAIN� CORPORATION（暂定名，具体以最终登记为准），从事农田耕种，农场

经营管理，（农业）咨询顾问，谷物加工处理及贸易。合资公司拟注册资本2000万加币，其中双塔食品出资

1200�万加币，占注册资本的 60%，以货币出资；阿邦德公司出资800�万加币，占注册资本的 40%，以货币或/

及土地所有权出资。双方根据合资公司业务开展程度确定出资时间及额度。

3、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额

度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以内，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1、合资方名称：ABUNDANTLAND� AGRICULTUER� CORP� (阿邦德农业公司)

2、成立时间：2011年10月2�日

3、董事：吕树成

4、授权资本：1000万加币

5、公司住所： 100� ELGIN� STREET,GOVAN,� SASKACHEWAN� CANADA� S0G� 1Z0

6、经营范围：农场经营与管理，农场作物加工和贸易，财务咨询，酒店， 饭店和酒吧的经营。

7、股东情况：SHUCHENG� LU与ROSS� VIVIAN� RYEE各持有阿邦德公司50%的股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加谷物有限公司，英文名：C&C� GRAIN� CORPORATION（暂定名，具体以最终登记为

准）

2、授权资本：2000万加币

3、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4、各投资方出资及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200

万加币

60%

货币

2

阿邦德公司

800

万加币

40%

货币或

/

及土地所有

权

合计

- 2000

万加币

100%

双方根据合资公司业务开展程度确定出资时间及额度。其中，双方出资货币均为自有资金，阿邦德公司

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在评估后按照评估值作为该公司在合资公司的投资，出资不足部分以货币出资。

5、拟定经营范围：农田耕种，农场经营管理，（农业）咨询顾问，谷物加工处理及贸易。

6、本次投资设立的合资公司将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建设谷物收储转运基地，主要进行豌豆及其他谷

物的收购、存储、处理加工、转运出口贸易等业务，公司此次与当地的农业公司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利用其已

经成型的平台,建设集农地耕种、农场经营管理、谷物收购、储运、处理、加工贸易为一体的基地,可辐射农地面

积50多万亩，从而保证货源的质量、收购数量；并且通过压缩大部分货源流通领域中间环节,可以达到优质原

料稳定供给、降低成本、提升公司利润等目的。

四、出资人协议的主要条款

1、合资公司的授权资本为2000万加币，其中：双塔食品认缴出资额为1,200万加币，以货币方式出资，占注

册资本的60％；阿邦德公司认缴出资额为800万加币，以土地所有权或/及货币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40％。

双方根据合资公司业务开展程度确定出资时间及额度。其中，双方出资货币均为自有资金，阿邦德公司所有

的土地所有权在评估后按照评估值作为该公司在合资公司的出资，出资不足部分以货币出齐。

2、合资公司成立后，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3、合资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根据加拿大当地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行使职权。

4、合资公司董事会由2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由双塔食品董事长杨君敏兼任，另一名董事由阿邦德公司董

事吕树成兼任。

5、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人、财务负责人一人。

6、协议双方同意推举阿邦德公司为出资人代表，负责公司筹备、组建工作，公司设立的费用，列入合资公

司开办费中。

7、协议于2014年8月12日经双方签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阿邦德公司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拥有豌豆种植农场，熟悉当地的农作物种植规律及农作物市场行

情，对豌豆种植、收购、仓储有丰富的经验，本次与阿邦德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将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

省建设谷物收储转运基地，有利于充分利用萨省当地豌豆种植优势，主要进行豌豆的收购、存储、转让等业

务， 公司自2011年以来一直从事豌豆贸易业务， 在原料基地建立收储转运站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展豌豆贸

易、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增长点；有利于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整合原料市场，提高原材料供应能力，降低公司

采购成本，同时从源头加强控制食品质量安全，实现生产过程全程可追溯。

2、加拿大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需要尽快熟悉并适应当地的商业和文化环

境，这将给合资公司的设立与运营带来一定的风险；由于对外投资需要取得商务、外汇管理部门的审批，因此

公司的设立仍存在不确定性，相关事项的办理以有关部门审批意见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建信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8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核心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53000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

年

11

月

2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基金合同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8

月

15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七次分红

，

2014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12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80,998,773.7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

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4,299,632.11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1.10

注：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

分配收益的30%。本基金的分红方式有现金分红和红利再投资两种，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26

日

除息日

2014

年

8

月

26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8

月

27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2014

年

8

月

28

日起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该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基金管

理人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在上述规定时间前到销售

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cb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010-66228000）咨询相关事宜。

（5）权益登记日和红利发放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业务的申请。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8月22日

关于公司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公

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下发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及我公司长期停牌股票

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决定自 2014年8月21日起对公司旗

下基金持有的“华策影视”（股票代码：300133）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收益支付公告(2014年第8号)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8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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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

22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2014

年

7

月

22

日至

2014

年

8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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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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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

22

日直接计

入其基金账户

,2014

年

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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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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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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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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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银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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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金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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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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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万通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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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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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晟视天下以及宜信普泽的销售网点。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计提管理费的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4�年8�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本公司网站（www.lionfund.com.cn）发布了《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首个开放

期内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公告》。根据基金合同相关规定，2014年8月21日为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35，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费计提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管理费计提方式

根据《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的约定，本基金不收取固定管理费，

以分档计提方式收取浮动管理费。基金管理费以封闭期最后一日资产净值为基数，以封闭期基金净值增长率

为基础分档收取管理费，具体管理费计提方式及本基金管理费分档费率表请详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

二、管理费计提结果

2014年8月20日为本基金首个封闭期最后一日，该日，本基金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为1.072，按此

计算的首个封闭期净值增长率为7.20%，根据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相关约定，本基金在封

闭期内不计提管理费,而是在封闭期结束后首日（管理费计提日）对管理费进行一次性计提，同时，管理费的

提取将保证高档数的管理费计提日基金份额净值不低于低档数的管理费计提日基金份额净值。 因此根据上

述规则,本基金于2014年8月21日对首个封闭期进行了管理费的计提。本次管理费计提后,本基金2014年8月21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为1.063，实际管理费率约为0.82%，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欲了解关于本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同时，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进行咨询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lionfund.

com.cn了解相关情况。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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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平安证券为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代销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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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为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简称：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代码：000235）的代销机构。

自2014年8月22日起，投资者可在上述代销机构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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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11转8；或前往其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stock.pingan.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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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000153� � � �公告编号：2014-042

关于收到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红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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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持有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商银行"）股份36,697,500股。根据徽商银行2013年股东

周年大会审议通过的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股派送现金股息人民币0.156元（含税）），本公司已于近日

收到徽商银行派送的现金股息人民币5,724,810元，所得现金红利将增加本公司2014年度投资收益。

特此公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箹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

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文），并参照

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下简称"《参考方法》"），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自2008年9月起，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提供的关于停牌股票估

值的参考方法，对所管理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4年8月21日起，本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长江传媒

(证券代码：600757)"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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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

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xcfunds.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300045� � � �证券简称：华力创通 公告编号：2014-037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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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4�年8�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300167� � � �证券简称：迪威视讯 公告编号：2014-091

深圳市迪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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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迪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2014年8月2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迪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2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方大化工 股票代码

0008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晓东 宋立志

电话

0429-2709000 0429-2709065

、

2709027

传真

0429-2709818 0429-2709818

电子信箱

fdhgzqb@126.com fdhgzqb@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359,103,969.11 1,243,704,616.21 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6,949,164.27 -47,245,108.26 -15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4,636,910.34 -69,564,850.66 -149.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6,618,950.61 9,012,409.17 84.4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96 -0.0695 -156.9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96 -0.0695 -15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 -2.42% 3.8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2,746,332,435.80 2,761,504,741.94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923,666,729.10 1,896,679,195.31 1.42%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56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14% 266,177,757 266,177,757

质押

188,010,000

罗建明 境内自然人

1.80% 12,209,46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其他

1.47% 10,000,00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0.50% 3,366,099

鹏华资产

－

光大银

行

－

鹏华资产龙旗赤

兔量化对冲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41% 2,776,223

徐惠工 境内自然人

0.37% 2,500,000

麦志勇 境内自然人

0.35% 2,390,552

深圳市德强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5% 2,386,289

朱金玲 境内自然人

0.32% 2,200,18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

－

尊嘉

ALPHA

证券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2% 2,196,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与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系未知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2,695万元，扭亏为盈。其主要原因是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积极实施大营

销策略，将市场置于核心位置，高度关注市场变化抓住了化工产品市场企稳的机会，拉动主要产品销售价

格同比上涨近3.83%，提高了企业产品盈利水平。同时，公司眼睛向内不放松，通过行业对标，进一步严抓生

产工艺控制、加大内部挖潜力度，加强技术改造、创新力度，使主要原料、能源消耗及各项费用都有不同程

度降低。综上使得公司经营的主要产品盈利能力增强。具体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1、产量完成情况：

报告期，公司主要产品烧碱完成(100%)175,675吨，同比增长4.14%；环氧丙烷完成57,846吨，同比增长

0.02%；聚醚完成22,248吨，同比增长36.99%；聚氯乙烯完成18,698吨，同比增长28.91%。其中烧碱(100%)产量

由于4万吨IM技改项目投入生产运行，公司烧碱产量(100%)再次创造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4,316万元，发生主营业务成本119,848万元，实现主营业务利润14,

468万元，主营业务毛利率10.77%。发生期间费用11,188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695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274,633万元，较期初减少1,517万元；负债总额77,407万元，较期初减少4,247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192,367万元。其中：未分配利润-3,969万元，较期初增加2,695万元。

报告期，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1,120万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3年9月，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注销子公司深圳方大天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公司在编制本期合并财务报表时，不再将深圳方大天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闫奎兴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2014-061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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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8月8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14年8月

20日在公司办公楼A会议室召开。公司现有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会董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

认真的审议，独立董事就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闫奎兴先生主持，会

议以现场及通讯等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二）审议《关于新增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方董事闫奎兴、何忠华、刘兴明和唐贵林先生回避表决，经与

会5名非关联方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了本议案。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见2014年8月22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14-064号《关于新增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2014年8月2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意见；

3、《2014年半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2014-062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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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监事会于2014年8月8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14年8月

20日在公司办公楼B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际参与表决5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现场及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二）审议《关于新增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方监事李成涛先生回避表决，经与会4名非关联方监事表决一

致通过了本议案。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见2014年8月22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2014-064号《关于新增2014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测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2014年8月20日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2014-064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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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2014年3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14年4月11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公司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预计全年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8,

850万元（详见编号2014-015公告）。

2014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经与会非关联方董事表决，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关联方董事闫奎兴、何忠华、刘兴明和唐贵林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

新增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根据实际情况公司新增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2,320万元，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测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新增预计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别 类别明细

2013

年发

生额

首次预计

2014

年日

常关联交

易金额

2014

年上

半年实际

发生额

本次新增

预计的

2014

年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

辽宁方大集团

国贸有限公司

购销交易 采购原燃材料

-- -- -- 2,320 2,320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名 称：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

住 所：抚顺经济开发区高湾经济区铁路南二号路25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易制毒产

品）、焦炭、矿粉（除金银）、石灰石、冶金材料、耐火材料、建材、钢材、水暖器材、建筑用金属制品、轴承、劳

保用品、电线电缆、膨润土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须前置许可的项目除外）；煤炭零售；技术咨询服务、技术

培训；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压缩气

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腐蚀品（经营期限至2017年3月27日）；经

营废旧金属（除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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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近一年财务概况：截止201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86,262.07万元；负债总额170,343.75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217,854.55万元；净利润1,089.78万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同一控制人关系。

4、与该关联人交易预计总金额：本次预计与该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2,320万元。

5、关联人履约能力：该公司正常运营，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定价原则：依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不损害双方利益为交易出发点。

定价依据：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结算，与其它供应商同质同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 促进公司发

展，是合理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刘红霞、 郭珊和石艳玲女士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关于新

增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预计新增的关联交易其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交易公平，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对相关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闫奎兴、何忠华、刘兴明及唐贵

林先生按规定回避表决，该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六、备查文件

1、2014年8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378� � � �证券简称：鼎捷软件 公告编码：2014﹞08055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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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2014年8月22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029� � � �证券简称：天龙光电 编号：2014-050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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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4年8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600634� � � �证券简称：中技控股 编号：临2014-084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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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 经本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颜静刚先生发函问询得知，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本公司及颜静刚先生除已于2014年8月19日公开披露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外，不存在任何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14�年8�月19�日、8�月20�日、8�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2013�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说明

经公司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先生得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颜静刚先生除筹划本

公司于2014年8月19日公开披露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外， 颜静刚先生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

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二）公司董事会自查情况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自查后，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3、本公司除已于2014年8月19日公开披露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相关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于2014年8月19日公开披露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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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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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8月18日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购买资产事项， 该事项涉及所

购买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且该事项需向国家发改委备案、提请国家商务部核准、履行相关外汇

管理部门的审批手续、待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164� � � �证券简称：通源石油 公告编号：2014-053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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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14年8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314� � � � �证券简称：戴维医疗 公告编号：2014-034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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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14年8月22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