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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51� � � �证券简称：金陵体育 公告编号：2018-068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分公司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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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4月17日召开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浙江省设立分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4月17日公

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设立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32）。

近日公司完成了浙江分公司的工商登记并取得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

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MA2CC0J59M

2、名称：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4、营业场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新城时代广场2幢2302-1室

5、负责人：周照明

6、成立日期：2018年5月23日

7、营业期限：2018�年5月23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体育器材、健身器材、体育场馆座椅，看台、舞台、影视道具，塑胶跑道，升降平台，电子显示设

备，电子计时设备，文体用品及相关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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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

1、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0790� � � �证券简称：泰合健康 公告编号：2018-033

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复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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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变动的重大事项，鉴

于该事项正在筹划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泰合健康；证券代码：000790）自2018年5月21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并于5月2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

目前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合置业"）与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泓生物"）已经达

成初步意向并签署相关框架协议，主要内容为远泓生物拟受让泰合置业持有的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

华神"）6,148万股股份，占四川华神总股本的85.99%。 股份转让后，泰合置业不再持有四川华神的股份，远泓生物持有四川华

神85.99%的股份，远泓生物将成为四川华神的控股股东并取得泰合健康的实际控制权。 上述协议仅为初步意向性协议，后续

双方仍需继续推进本次股权转让的正式协议的商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泰合健康；证券代

码：000790）将于 2018�年 5�月 28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复牌后，上述事项将继续推进，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持续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8-028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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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8年5月2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具

体内容如下：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你公司披露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拟受让和认购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趣链科技"），金额合计约

12.3亿元。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告显示，2018年4月，公司以257.6586万元、1224.5709万元，取得趣链科技0.48%股权和2.27%，趣链科技估值约5亿元，

而本次公司投资趣链科技的估值约为15亿元。 请公司结合趣链科技近一年估值变化情况，说明短时间内估值大幅提升的原

因及合理性，是否损害公司利益。

二、公告显示，趣链科技设立于2016年7月份，主要通过区块链底层平台技术，为企业等提供区块链网络解决方案。 其中，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仅184.64万元，净利润-1521.74万元，未形成经营规模和收益。 请公司补充说明：1、趣链科技成立以来的

主要客户、提供的具体产品或服务内容；2、趣链科技是否具备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及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是否具备

商业推广的可行性；3、就目前趣链科技的估值与经营情况的差异、后续的持续经营能力的不确定等，进行重点风险提示。

请你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目前，公司正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复，公司将及时披露对问询回复的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8日

关于新增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国泰利是宝货币市场基金

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商银行）签署的基

金销售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网商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28日起销售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国泰利是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代码：003515，以下简称本基金）。 投资人可通过网商银行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及赎回等业务。 具体

公告如下：

一、基金名称及代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3515 国泰利是宝货币市场基金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28-38号德力西大厦1号楼15-17层

网址：www.mybank.cn

客服电话：95188-3

2、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嘉昱大厦16-19层

客服电话：400-888-8688

网址：www.gtfund.com

三、重要提示

1、上述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网商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

件。

风险提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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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

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50� � �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18-074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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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28日开市起复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20号文核准，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北京科锐”或“公司” ）向截至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7日（R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北京科锐全体股东，按照每10股配3股的比例配售。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8年5月

24日（R+5日）结束。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一、认购情况

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7日（R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387,005,000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售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可配售股份总数为116,101,500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主机统计， 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网上认购数据验证，本

次配股公开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项目

无限售条件股东认

购

占可配售股份

总数比例

有限售条件

股东认购

占可配售股份

总数比例

A股股东认购合计

占可配售股份

总数比例

有效认购股数（股） 109,777,871 94.553361% 2,769,300 2.385240% 112,547,171 96.938601%

有效认购资金总额

（元）

473,142,624.01 — 11,935,683 — 485,078,307.01 —

注：尾数差异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本次北京科锐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116,101,500股。 本次配股全部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

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本次发行由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本次北京科锐原股东按照每股人民币4.31元的价格，以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参与配售。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配股登记业务指南（2017年版）》中的零碎股处理办法，按数量大小

排序，数量小的循环进位给数量大的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份。

本次配股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1、向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售结果

截至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7日，R日）收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总量为374,819,574股，截至认

购缴款结束日（2018年5月24日，R+5日），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109,777,871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

数116,101,500股的94.553361%，认购金额为473,142,624.01元。

2、向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售结果

截至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7日，R日）收市，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总量为12,185,426股，截至认购

缴款结束日（2018年5月24日，R+5日），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2,769,300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116,

101,500股的2.385240%，认购金额为11,935,683元。

3、承诺认购履行情况

截至本次配股认购缴款结束日（2018年5月24日，R+5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张新育先生履行了其全额认购的承诺，分别认购41,898,901股、917,220股，分别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116,101,500股的

36.088165%、0.790015%。

4、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截至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7日，R日）收市，北京科锐股东持股总量为387,005,000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2018年5月24日，R+5日）有效认购数量为112,547,171股，认购金额为人民币485,078,307.01元，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116,101,

500股的96.938601%，超过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原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

到拟配售数量百分之七十”视为发行失败的限制，故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5、送达通知

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知。

三、配股除权与上市

本公告刊登当日（2018年5月28日，R+7日）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配股除权日），除权价格依据实际配股比例计

算，实际配股比例相当于每10股配售2.908158股。 本次配股的获配股份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

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18年5月15日（R-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公告》、《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

行的相关资料。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

意。

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28日开市起复牌。

五、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新育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4号楼107

电 话 010-62981321

传 真 010-62981320

联 系 人 郭文亮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伏云

住 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层、20层

电 话 020-88836999-19125

传 真 020-88836624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发行人：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开通定投业务及参加申购、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河证券” ）协商一致，决定针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开通如下业务：

一、申购费率优惠

自2018年5月28日起（截止日期以银河证券公告为准），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申购本公司旗下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1005）、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10）、富国汇利回报两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14）、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1015）、富国中证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1017）、富国新天锋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19）、富国

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22）、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24）、富国中证移

动互联网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25）、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26）、

富国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27）、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161028）、富国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29）、富国中证体育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161030）、富国中证工业4.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31）、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161032）、富国中证智能汽车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1033）、富国天博创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519035）、富国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19915），手机APP申购费率（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实行1折

优惠，若原申购费率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其规定的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通过网上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业务，其

申购费率（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实行4折优惠，折后不低于0.6%，若原申购费率低于0.6%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其规定的申购

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以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告公布的

费率为准。

二、开通定投业务及定投费率优惠

自2018年5月28日起（具体截止日期以银河证券公告为准），投资者可通过银河证券办理上述基金(富国汇利回报两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14）、富国新天锋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19）除外)的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定投起点金额为100元。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手机APP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其申购费率（仅限

前端收费模式）实行1折优惠，若原申购费率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其规定的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通过网上办理

上述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其申购费率（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实行4折优惠，通过柜台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其

申购费率（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实行8折优惠，折后均不低于0.6%，若原申购费率低于0.6%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其规定的申

购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以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告公布

的费率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含定投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

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投资者在银河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银河证券的规定。

3、费率优惠解释权归银河证券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银河证券的有关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1

公司网站：www.chinastock.com.cn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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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

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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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2018SH1000273】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冲压线部分设

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198.2900

【TR2018SH1000014】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冈仁波齐

酒店、普兰国际大酒店、雅鲁藏布大峡谷酒

店、拉萨酒店、巴松措度假酒店共5家酒店的

房屋建筑物、存货、设备和土地使用权等资

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64850.0000

【GR2018SH1000272】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凸轮轴L1A线

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680.9600

【Q318SH1014809】 广西皇氏甲天下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 24474.15 14466.15

注册资本：14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乳制品【液体乳（发酵乳）】、饮料（蛋白饮料类、

果汁及蔬菜汁类）、糕点（烘烤类糕点）；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

制品、果汁饮料生产的投资与管理；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经营。

14466.1500

【G32017SH1000378-4】

镇江宝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85%股权及

转让方2037.53万元相关债权

2447.85 399.45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销售；摩托车、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汽车用品、金属材

料、电子产品、机电设备、五金、家电、计算机、办公用品的销售；汽车租

赁；汽车装饰；自有房屋的租赁；代办贷款手续的服务；代办验车、年检、

事故车理赔手续的服务；二手车置换买卖。

1732.8841

【Q318SH1014810】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00%股权 81216.28

注册资本：8686.66�万元

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承办展览展示；版权代理；动漫设计；计

算机技术推广服务；市场调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电子产

品、家用电器；电影摄制；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81216.2800

【G32018SH1000131】 资阳中车传动有限公司80%股权 13973.56 4898.30

注册资本：26413.72�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传动装置及轨道交通装备配套配件、控制

系统、机器设备及零部件；销售：产品配套零部件；普通货运。

3918.6400

【G32018SH1000129】 西藏开投昌达实业有限公司49%股权 9722.11 9673.51

注册资本：9673.08�万元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与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

租赁物业管理；建筑、市政、安装、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建筑设备租赁；

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销售工程预算、决算及咨询服务；酒店管理、会展服

务；停车场服务；商务信息房产信息咨询。

4740.0200

【GR2018SH1000166-2】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松

江区玉华路185弄45号房产）

建筑面积 288.83平方米 1396.0000

【G32018SH1000130】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中532,

410.6012万元出资额的对应股权

6466134.08 3435074.61

注册资本：3041303.56�万元

经营范围：海南省境内铁路、湛江至三亚间铁路（含海峡轮渡、船舶、港

口）工程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铁路内外建筑工程咨询、勘测设计、施

工和维修；铁路运输服务，轮渡运输服务，铁路、公路、航空、水运联合运

输服务，车辆滚装服务；铁道运输设备维修和经营，铁路工装设备制造、

销售、安装；物流业务；仓储装卸业务（危险品除外）；铁路货物、行包联

运寄存服务；房地产投资及开发；自有房屋、土地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建材、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纺织品、日用百货、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土特产品、农副产品、水产品、饲料、化肥销售；黑色金属矿、有

色金属矿、非金属矿的原矿石及其矿产品销售；物资采购供应与回收；

铁路站、车、轮渡服务，铁路餐饮加工配送；票务代理服务；酒店管理及

其服务；餐饮服务；会议会展服务；清洁服务、洗涤服务；种植业；园林养

护，停车场服务；商品贸易、免税商品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

各类广告业务；旅游业务；科技开发及技术培训服务；经济信息服务。

601623.9794

【GR2018SH1000271】

上海嘉美信息广告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上海

市奉贤区海马路5888弄430号房产）

建筑面积 227.45平方米 350.0000

【GR2018SH1000270】

上海嘉美信息广告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上海

市奉贤区海马路5888弄431号房产）

建筑面积 227.16平方米 350.0000

【GR2018SH1000010-2】

江西核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赣M11701奥

迪轿车）

详见交易所网站 9.6660

【GR2018SH1000011-2】

江西核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赣M06033金

龙大客车）

详见交易所网站 23.4900

【GR2018SH1000007-2】

江西核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赣AP1400奥迪

轿车）

详见交易所网站 11.6460

【GR2018SH1000012-2】

江西核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赣M92793福

特翼虎越野）

详见交易所网站 3.6000

【GR2018SH1000014-2】

江西核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赣M11595大

众迈腾）

详见交易所网站 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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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深 市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安奈儿 富邦股份 海顺新材

浩云科技 华舟应急 集泰股份

捷捷微电 京蓝科技 佩蒂股份

普利特 齐心集团 山东矿机

设研院 松芝股份 新晨科技

亿联网络

股权登记日

百川股份 创业软件 创源文化

当升科技 德尔股份 东杰智能

赣锋锂业 格林美 国立科技

海伦钢琴 横河模具 鸿利智汇

鸿特科技 湖南发展 环能科技

黄山胶囊 积成电子 金通灵

凯龙股份 朗科智能 迈克生物

名雕股份 南兴装备 濮阳惠成

启迪桑德 上峰水泥 神州信息

硕贝德 天宝食品 透景生命

万润科技 新光药业 新宏泽

兄弟科技 迅游科技 银河磁体

友邦吊顶 中原环保

除权除息日

安奈儿 迪森股份 菲利华

富邦股份 海亮股份 海南瑞泽

海顺新材 杭汽轮B� � � � �杭州高新

浩云科技 和而泰 华测检测

华舟应急 华自科技 皇氏集团

集泰股份 捷捷微电 金新农

京蓝科技 九阳股份 理工光科

隆盛科技 罗莱生活 铭普光磁

南方轴承 南华仪器 佩蒂股份

普利特 普路通 齐心集团

三德科技 山东矿机 设研院

深南电路 世名科技 松芝股份

卫宁健康 小天鹅A� � � � �新晨科技

新联电子 新余国科 新筑股份

怡达股份 亿联网络 易明医药

停牌一天

云南能投 鸿利智汇 科创新源

沪 市

新股上市日

科沃斯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电子城 华海药业 京华激光

通化东宝

股权登记日

安记食品 郴电国际 春秋电子

东方电缆 福耀玻璃 高能环境

恒润股份 华菱精工 佳力图

康尼机电 浪潮软件 隆基股份

三棵树 我乐家居 中广天择

中国软件 中恒集团

除权除息日

得邦照明 风语筑 恒林股份

健盛集团 三江购物 设计总院

生益科技 思维列控 苏垦农发

天润乳业 西藏药业 新华锦

银鸽投资 永吉股份 再升科技

长城汽车 正川股份

停牌一天

申华控股 12一拖02� � � � 14浙证债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G32018SH1000128】 上海欧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36.33%股权 5166.66 3357.30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新能源科技、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电力技术、光电技术、信息

技术、计算机软硬件、节能科技、环保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供电，电力专业建设工程设计，电力建设工

程施工，网络工程，通信建设工程施工，送变电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合同

能源管理，电力设备运行维护和维修，电力设备、电线电缆、电子元器

件、通讯设备、电子产品、机电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不得

从事金融租赁），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光电探测传感设备、电器设备、

光电设备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计算机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建设

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施工劳务。

1219.8172

【GR2018SH1000013-2】

江西核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赣M10654奥

迪轿车）

详见交易所网站 9.7560

【GR2018SH1000269】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上海

市浦东南路1271-1289号（单）华融大厦13层

和四个地下车位）

详见交易所网站 4979.3800

【GR2018SH1000268】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上海

市曹杨路1040弄2号中谊大厦6层办公用房）

建筑面积 1156.29平方米 1820.4600

【GR2018SH1000260】

上海市虹口区汶水东路298弄8号101室（汶

水东路298弄1-18号地下1层车位68）房产和

车位

建筑面积 137.03平方米 1103.5746

【GR2018SH1000262】 上海市邯郸路98号甲703室房产 建筑面积 109.61平方米 350.7520

【GR2018SH1000259】

上海市虹口区汶水东路298弄8号102室（汶

水东路298弄1-18号地下1层车位67）房产及

车位

建筑面积 145.05平方米 1166.2910

【GR2018SH1000264】 浙江嘉兴市旭辉广场1-3幢1-609房产 建筑面积 55.36平方米 60.8960

【GR2018SH1000261】 上海市邯郸路98号甲704室房产 建筑面积 160.49平方米 495.9141

【GR2018SH1000263】 浙江嘉兴市旭辉广场1-3幢1-610房产 建筑面积 54.68平方米 60.1480

【G32017SH1000068-4】 上海济合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100%股权 1190.03 1076.83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按甲级证书规定的建筑工程设计通过招投标可承担行业外

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

976.0000

【GR2018SH1000255】

镇江市华达物资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灵

山路600弄43号201室）

建筑面积 113.90平方米 916.9000

【GR2018SH1000254】

镇江市华达物资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灵

山路600弄43号101室）

建筑面积 109.76平方米 874.5200

【GR2018SH1000257】

镇江市华达物资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灵

山路600弄43号301室）

建筑面积 113.90平方米 926.0100

【GR2018SH1000256】

镇江市华达物资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灵

山路600弄43号202室）

建筑面积 113.75平方米 915.6900

【GR2018SH1000258】

镇江市华达物资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灵

山路600弄43号302室）

建筑面积 113.75平方米 924.7900

【GR2018SH1000265】 浙江嘉兴市旭辉广场1-3幢1-608房产 建筑面积 55.36平方米 60.8960

【G32018SH1000126】 上海亚联抗体医药有限公司25%股权 979.72 979.72

注册资本：96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自有技术。

337.5000

【G32018SH1000059-2】 上海海外嘉光光电器件有限公司49%股权 263.13 151.01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光电元器件的制造及销售。

66.5973

G32018SH1000127-0 上海丝绸集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52%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项目名称：孝天养老服务融资项目 项目编号： 201804240001

孝天养老服务基地项目总投资5.9亿元，总占地面积400亩，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设置床位2500张。 项目主要由老年专业护理中心、社区管理中心、孝子园区、老年文化俱乐部、老年公寓区、农业观光生态园组成。

2013年，公司项目被列为湖北省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孝感市政府事关全局的一百个重大工程项目和孝南区100个重点建设项目。 同年，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改革委员会联合行文批准项目用地20公顷。

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张，公司寻求有实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联手经营养老产业，充分发挥企业优势。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 王悦 联系电话：021-62657272-171

【GR2018SH1000008-2】

江西核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赣M11837奥

迪轿车）

详见交易所网站 6.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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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9 德赛电池 B13

000066 中国长城 B20

000504 南华生物 B4

000564 供销大集 B12

000584 哈工智能 A19

000584 哈工智能 B15

000688 建新矿业 B32

000707

*

ST双环 B16

000723 美锦能源 B2

000735 罗牛山 B2

000790 泰合健康 B1

000799 酒鬼酒 B45

000818 航锦科技 B47

000895 双汇发展 B16

000939 凯迪生态 B48

000952 广济药业 B47

000979 中弘股份 B13

001979 招商蛇口 B13

000036 华联控股 B34

深市主板

002053 云南能投 B2

深市中小板

002065 东华软件 B46

002072 凯瑞德 B46

002073 软控股份 B49

002124 天邦股份 B16

002129 中环股份 B38

002161 远望谷 B16

002198 嘉应制药 B46

002242 九阳股份 A19

002247 帝龙文化 B16

002285 世联行 B34

002325 洪涛股份 B13

002350 北京科锐 B1

002369 卓翼科技 B24

002369 卓翼科技 B45

002431 棕榈股份 B13

002496 辉丰股份 B16

002501 利源精制 B49

002527 新时达 B3

002591 恒大高新 B16

002604

*

ST龙力 B38

002691 冀凯股份 A19

002716 金贵银业 B4

002721 金一文化 B4

002770 科迪乳业 B17

002773 康弘药业 B46

002773 康弘药业 A18

002805 丰元股份 B26

002828 贝肯能源 B32

002869 金溢科技 B49

002879 长缆科技 B16

002900 哈三联 B28

002915 中欣氟材 B3

300520 科大国创 B46

300603 立昂技术 B3

300651 金陵体育 B1

300750 宁德时代 A19

600208 新湖中宝 B1

600208 新湖中宝 B17

600220 江苏阳光 B4

600226 瀚叶股份 B47

600260 凯乐科技 B39,B40

300343 联创互联 B47

创业板

600182 S佳通 B13

沪市主板

600322 天房发展 B49

600438 通威股份 B32

600637 东方明珠 B49

600743 华远地产 B24

600869 智慧能源 B38

600883 博闻科技 B2

601138 工业富联 A20,A21,A22,A23,A24

601186 中国铁建 B9,B10,B11

601330 绿色动力 A19

601375 中原证券 B2

601388 怡球资源 B48

601555 东吴证券 B16

601858 中国科传 B28

603040 新坐标 B28

603080 新疆火炬 B13

603110 东方材料 B30

603323 吴江银行 B30

603331 百达精工 B48

603355 莱克电气 B48

603611 诺力股份 B13

603680 今创集团 B2

603727 博迈科 B16

603993 洛阳钼业 B36

长江证券资管 B45

长信基金 B20

富国基金 B1

工银瑞信新机遇 B33,B34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 B31,B32

光大保德信超短债 B5,B6,B7,B8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 B52

广发基金 B49

国联安 B3

国寿安保 B26

国泰基金 B1

国投瑞银 B45

海富通中小盘 B51

华安安禧保本 B23,B24

华安强化收益 B14,B15

华安上证180 B50

华商未来主题 B27,B28

华泰资管 B46

汇丰晋信 B43

嘉实全球互联网 B25,B26

交银施罗德 B4

景顺长城景颐盛利 B29,B30

财通证券资管 B49

基金

博时鑫瑞 B18,B19,B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