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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产权信披

北京产权交易所

■ 2015年9月28日 星期一

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www.cbex.com.cn，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021-61213011

挂牌价格
（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G315BJ1006842

内蒙古经开投
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10133.37

9562.66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矿产业、房地产业的
投资及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10208.590000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5.68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节能
技术开发服务;节能技术咨询、交流服务;节能技术转让
服务;环保技术推广服务;环保技术开发服务;环保技术
咨询、交流服务;环保技术转让服务;燃气、太阳能及类
似能源家用器具制造;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
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
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
务;技术进出口;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建筑物燃气
系统安装服务;建筑物采暖系统安装服务;

*G315BJ1006841

广州科凌新技
术有限公司
20%股权

幸福航空有限
G315BJ1006840 责任公司5%股
权

1411.21

104477.47

121.96

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TC15BJ1000461

南京银茂铅锌
矿业有限公司
80%股权

TC15BJ1000459
20.000000
TC15BJ1000462

TC15BJ1000460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国内航空客货运输
业务及相关服务业务（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至2018年04月27日）；国内和经批准的国际、地区
航空客、货、邮、行李运输业务及延伸服务；通用航空业
务；航空器维修；航空设备制造与维修；国内外航空公司
3500.000000
的代理业务；航空配餐服务业务；与航空运输有关的其
他业务；仓储（危险品除外）；器材及设备租赁；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
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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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联合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G315BJ1006839
公司
140000000股
股份

/

1806000

注册资本：1464000万元 经营范围： 财产损失保险；责
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
23940.000000
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无。

北京万年长兴
G315BJ1006838 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45%股权

29474.12

3170.29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
开发的商品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2750.000000
后依据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GR2015BJ1001135

GR2015BJ1001134

GR2015BJ1000715-2

GR2015BJ1000874-2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115772.47

99268.69

注册资本：5644万元；经营范围：采选有色产品、矿产品；
出口本企业自产的有色金属、矿产品；进口本企业生产
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采矿、选矿
对外工程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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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09.4568

22178.83

19182.18

注册资本：200万元；经营范围：矿产品（除钨、锡、锑、稀
土外）销售及开发（仅限分公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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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3.962

66562.45

45468.51

25522.09

13052.32

总资产
（万元）

项目编号

广西南宁三山
矿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100%
股权
甘肃阳坝铜业
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维西凯龙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齐齐哈尔铁峰区
齐铁地区西局宅
南太路0007栋
00单元01层01
号商服楼及其附
属设备
齐齐哈尔铁峰
区太顺街2号办
公楼
青岛开发区阿
里山路138号内
2号楼一单元
1602室房产
淄博市临淄区
字第
01-0056335号
房产

注册资本：2500万元；经营范围：铜矿石、铜精矿采选、销
售；金属材料、金属制品、机械电子、矿山采掘配件制造
销售。
注册资本：10000万元；经营范围：维西县大宝山长土坡
铜多金属矿勘探、铜矿地下开采、采选、销售；金属材料、
金属制品、机械矿山采掘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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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15.559

11747.088

/

转让资产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
5097.046700 齐齐哈尔铁峰区齐铁地区西局宅南太路0007栋00单元 5097.050000
01层01号商服楼及其附属设备

/

4729.420000

转让资产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
4729.420000
齐齐哈尔铁峰区太顺街2号办公楼

/

135.070000

转让资产为青岛首钢船舶物资有限公司拥有的青岛开
发区阿里山路138号内2号楼一单元1602室房产

/

1499.170000

转让资产为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辛店电厂拥有
1500.000000
的淄博市临淄区字第01-0056335号房产

121.600000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关于征集会员
单位的公告

2015CKF功夫王者联盟系列赛事招商
意向公告

为实现产权资本与体育产业的深度融合，加快体育产业资源的
快速流转、优化配置，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内外所有相关从业单位或
意向合作单位及个人的优势，共同建设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竞
争、有序的生态化、开放化体育发展环境，北京产权交易所与北京华
奥星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建的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现公开征
集体育平台会员单位。
体育平台诚邀各界精英一起，为体育领域提供产业规划、设计、
咨询、代理、投融资、人才服务以及其他各类增值服务，满足市场需
求，助力体育产业发展。
详情请登陆北交所或体育平台网站。
联 系 人 ： 蒋 海 东
010-66295650 15010900183
hdjiang@cbex.com.cn

受CKF功夫王者联盟(澳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CKF功夫王者
联盟” )委托，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为CKF功夫王者联盟系列赛事
商业权益公开招商，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CKF中国功夫搏击联赛自2013年7月在CCTV5《武林大会》栏
目开播，收视率跃升至0.35%以上，周播保有500万户。 名列CCTV5
各大栏目前茅(含：《篮球公园》、《足球之夜》、《赛车时代》、《冠军
中国》、《谁是球王》、《体育人间》等)。优酷点击播放累计突破6300
万人次，综合评分高达9.1。 CKF已成为中国功夫搏击(MMA)运动的
第一品牌。
此次CKF功夫王者联盟精心打造了2015CKF中国功夫搏击联
赛(第四届)、2015CKF中外对抗赛和2015CKF国际搏击快乐季等系
列赛事，已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赛事体系。 开创了互联网+CCTV的全

江苏省
沭阳县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东兴改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5年09月25日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09月28日
基金名称

东兴改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兴改革精选混合
001708

交易代码
基金管理人

沭阳县人民法院定于2015年10月29日
10时至2015年10月30日10时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对被执行人上海高斯特日化有限公
司持有的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予以公开变卖， 具体详见网址：https://sf.
taobao.com/0527/03?spm=a213w.
7398554.pagination.3.k7iRXi&page=3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1100000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20000

基金资产净值

466,157,476.02

基金份额净值

1.000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5年9月8日生效。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8日

媒体联播平台。 为广大的中国武术爱好者们带来更加专业、精彩的
比赛，更为赞助商带来更加丰厚的价值回报。
详细内容请登录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网站查询。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系人：
范雪威 15910649093 fanxw@sports.cn
吴昊天010-83143006 htwu@cbex.com.cn
平台网址：sports.cbex.com.cn/

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泗阳县人民医院，开办
资金 8216 万元，账面净资产 8000 余万元。 现
原投资人江苏瑞桓建设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
78%股权，有投资意愿者可向工作人员了解具体
信息并索取相关资料。 联系人丁可 、宋彦元，地
址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 150 号建筑师工社
306室；电话 025-83351982 及 18100625269。
江苏瑞桓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

账户类别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账户设立日

广保国际集团有限公司25%股权

66930.63

15392.02

本次公告(2015-178)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5 年 9 月 24 日的投
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5 年
9 月 29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
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网站公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
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寿全国服务电
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
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代码：600879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 经营项目：房地产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经营范围
3850
以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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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李女士 13658369190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 经营项目：批发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
广州保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6%股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969.15
－537.75
5760
G315CQ1001641
权及对广保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2014年12月31日， 对广保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本金及利息确认为5753.53554万元。 联系人： 李女士
5753.53554万元债权
13658369190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万元，经营范围: 单项开发经营房产。 经评估净资产为91774.38万元，该50%股权拟按现状
珠海市卡都海俊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G315CQ1001640
/
91774.38
以不低于人民币46000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项目详情见?（www.cquae.com）? 网站公告 联系方式： 景先生
46000
50%股权转让
18623069884
建银国际医疗产业股权投资有限公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142.86万元，经营范围: 中西药原料及制剂、中成药的生产、加工及自产自销（经营范围按医药、
G315CQ1001639
司持有云南良方制药有限公司全部
/
52023.36
卫生两许可证经营）。 经评估,净资产为52023.36万元,该17.77%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9245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9245
项目详情见?（www.cquae.com）?网站公告 联系方式：徐先生 13627655767
股权（17.77%）转让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经营范围: 经营增值电信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2018年5月29日），支付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支付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6月26日）。 计算机
浙江航天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G315CQ1001638
/
14755
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期货、证券咨询），电子充值券（缴费券）的销售。 （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15000
51%股权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评估净资产为14755万元，该51%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协议或竞价转让。 联系方式：
鹤先生 18610612559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9564.32万元，经营范围: 生产7微米或薄于7微米规格的铝箔、光箔衬纸产品及其他铝箔产品，并
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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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评估总资产75803.14万元，净资
G315CQ1001625-2
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13.08%股权
75803.14
67347.96
7928.208
产为67347.96万元，该13.08%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协议或竞价转让。 联系方式：鹤先生 18610612559
重庆重邮信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7326.538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通信系统、通信设备及应用软件技术开发；通信技术咨询服务；销售通
G315CQ1001636
40933.81
2343.67
1053.52
20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2.73%)
信设备（不含发射和接收设备）、仪器仪表、计算机。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方式：（010）51085023-8005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1424.72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制造、销售摩托车零部件、汽车零部件（不含摩托车、汽车发动机的制
重庆卡马机电有限责任公司15%股
造）、家用机械、普通机械、电器机械、仪表、电线电缆及其零部件；提供以上经营项目的售后服务及技术咨询，经营本企业自
G315CQ1001637
10285.64
9139.25
171.96
权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公司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方式：（010）51085023-8005
四川攀钢华益房地产有限公司100%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14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
7000
G315CQ1001635
1551.54
-3019.62
股权及4558.52443万元债权
批文件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 联系方式：（010）51085023-8006
重庆瀚语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40%
注册资本30万元、经营项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招牌、字牌、灯箱广告，计算机平面设计等、联系方式：杨捷
G315CQ1001632
22.556
64.87
56.39
股权
023-63621719、陈勇023-63622738
安宁市昆钢朝阳前山22幢46号等4处房产 一、标的简介 标的一：安宁市昆钢朝阳前山22幢46号，一室一厅一厨一卫，钢混结构，证载建面53.57平米，总楼层7层，所在楼层7层。 挂牌价9.65万元，保证金2.9万元。 标的二：安宁市昆钢朝阳后山18幢23号，一室一厅一
厨一卫，砖混结构，证载建面45.66平米，总楼层7层，所在楼层3层。 挂牌价8.22万元，保证金2.47万元。 标的三：安宁市昆钢朝阳后山18幢31号，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砖混结构，证载建面49.64平米，总楼层7层，所在楼层4层。 挂牌价8.94万元，保证金2.68万元。 标的
四：安宁市昆钢新区116幢4号，二室一厅一厨一卫，砖混结构，证载建面75.79平米，总楼层7层，所在楼层1层。 挂牌价13.65万元，保证金4.1万元。 以上标的建成年份均为1988年，有房屋所有权证（标的一、标的四尚未办理单独的房屋所有权证），无土地使用权证，
证载设计用途均为住宅，除标的四由转让方公司员工暂时使用外，其余标的无占用，所有标的均无抵押，无租赁，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分零竞价转让。特别告知事项及竞价相关事项详见网站公告（www.cquae.com）报名电话：13996302405 黎先生（节假日
除外）
巴县鱼洞镇鱼轻路10-1号等37宗房产 标的位于巴县鱼洞镇鱼轻路10-1号等37宗房产评估值总计3137.81万元，挂牌价总计3394.6，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分零拍卖（分零价格等明细信息详见网站公告）。 本项目挂牌期自2015年9月24日起至2015年10月13
日17时止，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终止挂牌,拍卖相关其他事项及特别告知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 联系电话：023-63622508?联系人：刘女士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央企部
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额里图一带铜多金属矿勘探探矿权 标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正镶白旗，探矿权人：内蒙古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探矿权证号：T15420090502028580，勘查面积7.64平方公里，有限期限2014年12月16日至2016年12月15日，矿
种为铜。 转让探矿权无担保、抵押、质押等情形，矿产无查封、扣押、司法拍卖等情形，无正在进行的重大诉讼、仲裁和其他行政程序，无已签署和正在签署的对矿权价值有重大影响或与矿权主营业务相关的合同或协议。 经内蒙古科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
值：282.78万元【内科瑞矿评字（2015）第1020号】。 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300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保证金90万元。 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报名手续。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方式：010-51085023转8005、18623330833报名（文件快递）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1室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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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张娅迪

13810577698

dengy@sports.cn

010-66295683

证券代码：600528

ydzhang@cbex.com.cn

证券简称：中铁二局

编号：临2015-058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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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因筹划与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中国中铁” ）之间资产置换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2015年9月21日公告进入重
大资产重组程序，并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57），本公司股
票自2015年9月21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30日。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公司正在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
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
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挂牌价格
(万元)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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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售代码：100909
●回售简称：通威回售
●回售价格：100元/张
●回售申报期：2015年9月24日
●回售申报有效数量：0手，回售金额：0元
根据《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本
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2通威发，债券代码：122164）的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回售申
报期（即2015年9月24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进行回售申报登记，回售的价格为债券面
值100元/张。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
12通威发” 公司债券回售申报的统计，
本次回售申报有效数量为0手，回售金额为0元。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18.28999
19.77300
30.97344
13.45326
10.52962
12.90213
10.98630
12.93773
8.70341
6.52807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01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
023）02363622638、02363622380

联系人：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单位价格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9月26日将在北京昌平举办第26届杨桂林家庭自行车嘉年华。 比赛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2通威发”公司债
券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募集意向投资人公告

局、昌平区人民政府、成都市体育局等部门的支持及辅导下，2015年

公告编号：2015-080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赛” 。 此项比赛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北京市体育

赛。 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对北京·昌平山水林间骑游活动暨第二
十六届杨桂林家庭自行车嘉年华公开征集独家冠名赞助商、单项冠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债券简称：12通威发

1984年10月在北京昌平举办了 “
首届杨桂林家庭自行车邀请

是中国唯一由家庭发起并组织的比赛、中国自行车界最高届数的比

北京·昌平山水林间骑游活动暨第二
十六届杨桂林家庭自行车嘉年华
招商挂牌公告

证券代码：600438
债券代码：122164

名指定赞助商、赞助单位。

广东粤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
债券（
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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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609号文核准，广东粤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
人”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7.80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本次债券” ）。
根据《广东粤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4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本次债券采用分期发行
的方式，本期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4.00亿元（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品种为7年期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
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015年9月25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
率询价。 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的票面利
率为4.2%。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5年9月28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网上发行代码为
“
122478” ，简称为“
14粤运01” ），并于2015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30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购
方法请参见2015年9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广
东粤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4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广东粤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9月28日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2015-052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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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7
日召开了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8月29日
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预案。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并由公司答复后，公司股票于2015年9月16日起复牌。 现将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
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公司于2015年9月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航天时代电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
公函[2015]1673号），并于9月16日披露了《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及《航天时代电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修
订）》，公司股票于2015年9月16日起复牌。
截至本公告日，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
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履行国务院国资委资产评估报告备案程序。 本次重组
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立项备案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的编制和
完善等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待上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程序。
二、特别提示
（一）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形，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本
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完成后，将再次召开
董事会会议审议并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
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有关规定，公司在发出召
开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月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三）截至本公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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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司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中已说明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风险因素，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
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
以上述指定的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