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0009 中国宝安 B29

000049 德赛电池 B8

000408 金谷源 B44

000428 华天酒店 B1

000504 *ST传媒 B35

000523 广州浪奇 B5,B6

000558 莱茵置业 B33

000560 昆百大A B8

000616 亿城投资 B32

000676 思达高科 B33

000710 天兴仪表 A22

000862 银星能源 B7

000906 物产中拓 B29

000995 皇台酒业 B33

002050 三花股份 B1

002064 华峰氨纶 B8

000008 宝利来 B29

深市主板

002006 精功科技 B7

深市中小板

002070 众和股份 B43

002171 精诚铜业 B32

002276 万马股份 B1

002283 天润曲轴 B44

002332 仙琚制药 B33

002335 科华恒盛 B32

002346 柘中建设 B2,B3

002364 中恒电气 B1

002416 爱施德 B29

002450 康得新 B43

002460 赣锋锂业 B8

002523 天桥起重 B29

002528 英飞拓 B30

002552 宝鼎重工 B8

002634 棒杰股份 B8

002652 扬子新材 B35

002681 奋达科技 B8

002697 红旗连锁 B29

002728 台城制药 B33

002736 国信证券 B8/定

002736 国信证券 A1/定

002737 葵花药业 A22

002738 中矿资源 A21

600048 保利地产 B33

600100 同方股份 B29

600379 宝光股份 B4

600381 *ST贤成 B7

600458 时代新材 B43

600550 *ST天威 B30

600552 方兴科技 B36

600685 广船国际 B36

600703 三安光电 B41

601299 中国北车 B1

601766 中国南车 B1

603002 宏昌电子 B32

603008 喜临门 B33

600030 中信证券 B44

沪市主板

603588 高能环境 A1/定

603636 南威软件 A20

长城基金 B7

长盛基金 B41

大成灵活配置 B48

德邦新动力灵活配置 B25,B26,B27,B28

东吴基金 B36

富国基金 B29

工银瑞信基金 B31

光大保德信信用 B52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 B45,B47

广发货币市场 B46,B47

广发基金 B35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 B49,B51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 B9,B10,B11,B12

国寿安保基金 B7

国泰创利债券 B17,B18,B19,B20

博时基金 B41

基金

国泰基金 B36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 B37,B38

国投瑞银中高等等级债券 A24

海富通基金 B41

华安基金 B38

华宝兴业基金 B42

华富国泰民安灵活 B21,B22,B23,B24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 B50,B51

华泰柏瑞基金 B31

汇添富基金 B36

嘉实基金 B43

建信基金 B42

交银施罗德基金 B44

金鹰基金 B42

金元惠理基金 B43

摩根士丹利华鑫 A23

南方理财金交易 B39,B40

诺安基金 B44

诺德基金 B34

鹏华基金 B32

融通基金 B41

上投摩根成长动力 B30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 B13,B14,B15,B16

申万菱信基金 B41

泰达宏利基金 B29

泰信基金 B48

万家基金 B31

新华基金 B42

信诚基金 B41

易方达基金 B43

银河基金 B43

银华基金 B34

招商基金 B43

浙商基金 B29

中欧基金 B3

中银基金 B42

上海产权 B1

其他

证券代码：002276� � � �证券简称：万马股份 编号：2014-077

债券代码：112215� � � �债券简称：14万马01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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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70,000�股，股票的授予日期为 2013�年 11�月 7�日，占本次回购

前公司总股本的 0.01%。本次回购注销涉及人数为 1�人，股份回购价格为 2.27�元。

2、截止 2014�年 12�月25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注销手续。

根据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的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4年11月1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决定回购注销70,000股已不符合解锁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回购注销出具了意见，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就回购注销等相关事宜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相关公告详细内容详见2014年11月12日巨潮资讯网）。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3年11月7日，回购数量为 70,000�股，涉及激励对象1人，回购价

格为2.27元/股，回购注销股份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1%。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回购注销出具了验资报告 （XYZH/2014SHA1031）。2014年12月25日，

上述股权激励股票70,000股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予以注销，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

资本及股本将相应减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107,067,136 11.39% -70,000 106,997,136 11.39%

01�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11,675,822 1.24% 11,675,822 1.24%

02�股权激励限售股 7,858,600 0.84% -70,000 7,788,600 0.83%

03�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71,678,874 7.63% 71,678,874 7.63%

04�高管锁定股 15,853,840 1.69% 15,853,840 1.69%

二、无限售流通股 832,638,352 88.61% 832,638,352 88.61%

三、股份总数 939,705,488 100% -70,000 939,635,488 100%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4-55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6,000股，占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

购前总股本的0.0061%。

2、 本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99元/股，于2014年12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股票的注销事项。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1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报了申请备

案材料，拟以8.33元/股的授予价格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等57人授予共计3,300,000

股限制性股票。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2011年12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3、2011年12月29日， 公司召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4、鉴于一名激励对象辞职，一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2012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确认<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将激励对象

人数调整为55人，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向55名激励对象

授予2,940,0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8.33元/股，确定授予日为2012年3月22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对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确认；

5、2012年4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2年4月

18日。

6、2013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以10.88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2名激励对象授予330,000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为

2013年3月21日。

7、2013年4月12日，公司披露《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3年4

月15日。

8、2013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同意55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第一期解锁数量为

882,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6938%；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876,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69%；解锁日

即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5月2日。

9、2013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

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112,000股。

10、2013年12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11、2014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同意53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

锁期解锁，同意12名符合条件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共2,046,00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8051%，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983,25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7804%，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4月22日。

12、2014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

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6,000股。

二、本次回购的原因

根据公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向55名激励对象授予了

共计2,940,000股限制性股票，其中激励对象宋钰琨于2012年3月22日获授限制性股票共计20,000股，后因公

司实施2012年度、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及限制性股票第一期、第二期解锁，该激励对象现持有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16,000股。

鉴于激励对象宋钰琨已向公司提出辞职并获得公司同意，且已办理完毕离职手续，根据《激励计划》

第9.5条“激励对象因下列原因离职（包括不在中恒电气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的情况）的，其已解

锁的标的股票继续有效，尚未解锁的标的股票由公司按本计划第7.6条规定的条件回购并注销：（1）激励对

象与公司的聘用合同到期，双方不再续约的；（2）激励对象与公司的聘用合同未到期，因个人绩效未达到

《实施考核办法》规定的标准被辞退的；（3）激励对象与公司的聘用合同未到期，向公司提出辞职并经公

司同意的”的规定，以及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6）在激励对象出现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中列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情况时，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

决议，公司拟对激励对象宋钰琨持有的16,000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三、本次回购的数量及价格

（一）回购数量

本次回购激励对象宋钰琨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6,000股。

（二）回购价格

公司于2012年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8.33元/股，2013年5月， 公司实施了2012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转增10股、派1.5元人民币；2014年5月，公司实施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股派1.00元人民币（含税）。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7.6条“在公司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的情况

下，因本计划第9.3条、第9.5条、第9.8条、第9.9条、第9.10条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未能就标的股票申请解锁

的，公司将以授予价格回购未能解锁的标的股票” 、第8.2（7）“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公司代为收取， 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锁时返

还激励对象；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锁，公司在按照本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代

为收取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的规定，回购注销价格调整为3.99元/股，公司应就本次限

制性股票回购向宋钰锟支付回购价款共计人民币63,840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已出具《验资报告》。

2014年11月4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减资公告》。自公告日

起45天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2014年12月26日，公司完成了上述16,0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四、本次回购注销前后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回购注销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2,816,643.00 24.06% -16,000 62,800,643.00 24.05%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24,360,187.00 9.33% -16,000 24,344,187.00 9.32%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19,238,929.00 7.37% 19,238,929.00 7.37%

境内自然人持股 5,121,258.00 1.96% -16,000 5,105,258.00 1.96%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高管股份 38,456,456.00 14.73% 38,456,456.00 14.7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98,320,547.00 75.94% 198,320,547.00 75.95%

1、人民币普通股 198,320,547.00 75.94% 198,320,547.00 75.95%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261,137,190.00 100.00% -16,000 261,121,190.00 100.00%

五、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相关议案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宋钰琨因

为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公司《201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对此部分股份按照

《激励计划》中对回购事项的约定条文实施回购注销。

六、法律意见书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恒电气就本次回购注销并减少注

册资本事宜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回购注销事宜

所涉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符合法律、法规及《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恒电气尚需按照《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办理

减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七、备查文件

1、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2、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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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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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50� � �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7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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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10

月27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公司分别于2014年10月28日、2014年11月3日、2014年11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1、2014-043、2014-044）。

2014年11月17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的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4-045）。

2014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等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2014年11月24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了《三花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46）。

2014年11月24日、2014年12月1日、2014年12月8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47、2014-048、2014-053）。

2014年12月1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延期复牌及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54）。

2014年12月22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4-055）。

目前，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有关各方正在抓紧时间推动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

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的进

展情况公告。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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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14SH1007777】 上海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53.778%股权 62176.79 38813.00

注册资本：13988.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承包和房地产业务咨询，房地产租赁及有偿调换，机电设备、建筑机械、金属材料、木材、建筑材料、装

潢材料的销售，室内装潢，物业管理。

20872.8562

【G314SH1007776】

成都中铁二局腾昌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10%股

权

1629.09 1071.27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室内装饰装修及设计、建筑幕墙工程施工及设计、园林绿化、配套电器、空调制冷、家具制作、安装、批发、零售、代购、代储、钢材、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电器机械、普通机械、五金。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

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园林古建筑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环保工程施工、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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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70

【G314SH1007775】 华泰电气有限公司15%股权 10481.4

.

7880.00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高压电器、低压电气成套开关设备、高压/低压预装箱式变电站、电力通信及变电配网自动化产品、工业控制及其自动化产品、可

再生风能及其他发电系统电力装备、环保脱硫装置的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和服务；自有房产的租赁及管理服务。（国家禁限项目除外）

1182.0000

【G314SH1007774】 上海港西色织厂26.07%产权 70.95 70.95

注册资本：172.60�万元

经营范围:茶巾，缝纫，染色。

18.5000

【G314SH1007773】 广州广汽宝商钢材加工有限公司5%股权 39229.85 6976.27

注册资本：68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钢材、及其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

348.8135

【G314SH1007772】 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 11542.91 11542.91

注册资本：10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钢结构工程，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

11542.9100

【G314SH1007771】 上海荣正东滩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40%股权 16159.36 2554.83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

经营范围: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承包，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承包，混凝土制品售后服务，建筑材料销售，泵送及混凝土级配测试，市政配套工

程咨询，钢材、石材、建筑防水材料，建筑机模具加工、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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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0000

【G314SH1007770】 澳门水泥厂有限公司67.68%股权 66970.60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水泥与相关业务

45330.0000

【G314SH1007683-2】 上海光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100%股权 41377.95 7089.77

注册资本：17247.99�万元

经营范围:印刷包装机械及相关机电产品生产、维修、销售；有色黑色铸件热处理加工。在印刷包装机械领域内从事技术咨询、技术开发；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387.8828

【GR2014SH1000159-2】

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部分房产（上海

市浦东新区康桥镇秀沿路1155弄536号）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668.0000

【GR2014SH1000158-2】

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部分房产（上海

市浦东新区康桥镇秀沿路1155弄538号）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668.0000

【GR2014SH1000219-3】

上海大河针织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机器设备、电

子设备、车辆）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150.5700

【GR2014SH1000355】

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

产（上海市中山北一路1250号4号楼535室）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67.4463

【GR2014SH1000354】

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

产（上海市中山北一路1250号1号楼1905室）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62.1353

【GR2014SH1000353】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东新区

松林路97弄19号全幢）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1490.0000

【GR2014SH1000352】

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

产（上海市中山北一路1250号4号楼507室）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null

134.2825

【G314SH1007769】 宜昌华港置业有限公司60%股权 15245.81 12184.12

注册资本：2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房屋及场地租赁；建材装潢材料（不含木材）销售。

8690.4704

【G314SH1007768】 上海港西色织厂73.93%产权 70.95 70.95

注册资本：172.60�万元

经营范围:茶巾，缝纫，染色。

52.5000

【G314SH1007767】

上海埃尔斯特－埃默科燃气设备有限公司45%股

权

3390.00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各类气体测控设备及相关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并为该类产品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各类气体测控设备及相关零部件的

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维修及其它相关配套业务。区内以上述产品为主的仓储（除危险品）、分拨业务及售后服务；国际贸

易、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区内贸易代理；区内商品展示；区内贸易咨询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专项规定、质检、安检管理和相关行业资质要求的，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取得相应资质后开展经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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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5000

【G314SH1007766】 上海克罗姆表业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 2224.52 -817.51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家用和商用在线燃气测控仪表及相关部件的开发和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并为该产品提供技术咨询、售后服务和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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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

【G314SH1007759】 黑龙江省华富电力投资有限公司1%股权 90749.38 60507.10

注册资本：26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从事电力及其他项目的开发建设；购销电力设备及材料、建筑材料、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等（需许可证审批除外）、

冶金产品（以上项目需国家审批除外）。

605.0710

【G314SH1007758】 昆山博益鑫成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5.82%股权

.

19906.49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塑胶制品、橡胶制品、橡胶复合产品的生产、销售；货物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前置许可经营的除

外）。

1280.0000

【G314SH1007757】 华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100%股权 0.17 -13985.73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经营范围: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管理信息系统基数咨询、市场策划（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0.1000

【G314SH1007756】 河北天威华瑞电气有限公司30%股权 17831.76 5539.84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变压器及组部件的制造、销售；变压器维修服务、技术咨询服务；无功补偿及滤波装置的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

3000.0000

【G314SH1007755】 苏州新峰电子有限公司35%股权 635.98 150.81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汽车空调配件；电子产品及配件。

52.7900

【Q314SH1014500】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0万股股份（占总股

本的0.15%）

注册资本：132641.96�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建设和经营各类型的发电厂；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发电厂工程总承包及设备维修服务；技术咨询服务。（凡需行政许

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686.0000

【GR2014SH1000350】 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40-56号天和玉大酒店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null

5800.0000

【G314SH1007753】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5.45%股权 5621.69 776.89

注册资本：550.00�万元

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前，出版物印刷，出版物印后，包装印刷，其他印刷，印刷机械安装，调试，印刷材料，五金交电，仪器材料，建材，装潢建

材，日用杂货，办公用品销售，承接各类广告设计，制作，在印刷科技专业领域内从事技术咨询服务

42.3500

【G314SH1007752】 北方工业烟台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4142.45 3680.71

注册资本：2774.00�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轻纺织品（含服装）、化工产品及原材料（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仪表仪器、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建筑材料、木

材、钢材、机电产品（不含轿车）的批发、零售。

3780.7100

【G314SH1007751】 安徽中宏城市投资有限公司40%股权 2266.69 2266.69

注册资本：75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基础设施投资、土地整理、农业产业化投资、股权投资的投资管理（以上除行政许可项目）。

1206.6760

【G314SH1007743】 上海蒙牛乳业有限公司52%股权 7448.00

注册资本：2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产品）、日用百货、

工艺礼品的销售，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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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2.9600

【G314SH1007742】 上海申腾三盛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36%股权 31.01 30.16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信息网络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智能卡系统、工业控制、节能环保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承包、技术中介、技术入股，计算机软硬件、机电设备、通讯器材（非专控）、仪器仪表、办公设备、金属材料、机

械设备、五金交电的销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11.1600

【G314SH1007741】 上海电气国际消防装备有限公司100%股权 1266.83 1019.35

注册资本：17731.00�万元

经营范围:移动式消防系统，消防车，机动泵，固定式消防系统，自控控测报警灭火设备的自产自销，军工车等特种车辆的改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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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3477

证券代码：601766（A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A股） 编号：临2014-065

证券代码： 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H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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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1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公司正加紧推进相关事项的筹划工作，但由于所涉及事项比较复杂，尚无先例，可能涉及重大资产

重组，目前仍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包括就有关事项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争取尽快确定是否

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布重大事项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299� � �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公告编号：临2014-078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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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自2014年12月1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公司正加紧推进相关事项的筹划工作，但由于所涉及事项比较复杂，尚无先例，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目前仍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包括就有关事项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争取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

大事项。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布重大事项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428� � �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14-102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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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4年12月15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4年12月15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于2014年12月22日发布

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相关公告见同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运作相关事项，但鉴于相关事项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根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9日

依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关于西部信托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陕银监复

[2014]79

号），我公司已

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完成了股东名称的工商变更，原股东单位“上海天

迪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股

东单位“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所”并

对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了修改。

特此公告。

2014年12月26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