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い"穝籇

癘$%&

"#$%&'チ"#$%&'()*+,

秸./0 #12345678"#9:;<=

Θ ㄢ@A*BCDEGH0 IJK8L

籔N OPQRSTGH.UVBCWXYZ[

]^_`8#abcde@,fghi

HN 猭UK'QRTk8L籔[ lmnopq

.穦stuW

沮w[ e@,*BCDE砆8"##y

籔#籔{|}~��n���H�0 �.�

2" %ら�o8�������.��W8"

#]囊.��S�� e@,*BCD

EW

"#$%&癟`8# 22"$ 

羆��k#����%'

禲[ oG ¡ ¢£¤¥mn¦§

烩©k[ X©7[ ª«.L�¬

┏[ ®¯ ┬±²W

�%琎´ "2 翴 4& だ·¸[ £¤

¥琖º`8#籔{#»烩¼N ½�

穝o¿ 222 窾ÁÂÃsÄ 42 窾Á

k8¿囊ÆÇÈÉ[ _ÊËÌ

#� 羆��k��W#»

初Ï"ÐÑÒÓÔÕ[ Ö£¤¥L

�匡ØÙÚ[ ÛÜÝÞ ÓÔ£¤

¥琖 ª}àáâ琖 ÓÔ£¤

¥琖 op琖äåÃ单ç0 Úèé

疨W

*+,э./0囊

£¤¥烩¼瑇琎oì¼íîï

ä0 `8#dñòó猭0 a#

灸ìõö:÷øñòùó0 ú�

�筁üL�ý^þ`8#WÿÄ

肚`8##籔{~币< ň%�

Â璝( " k祅*0 籔{〆�.Ä

ゲ-.0 快d赣祅*k�ÓÔ8

�秸�0 e產8秸ÓÔ45º

32%Õ0 á*Ûぉ8Ò0 £¤¥

弧0 ⊿琖膀<%0 ý硂?)加

(ï`8#)XC筁ü碞EFGH

竒J籔┬±²0 F-ý«よ§琖

«膀%0 叫)產產OýXYQ臩0 钡S

ý 22碭UVW.X0-¬op琖 籔琖 玭[\

癹VWW

ヘö`8#�斑琖£¤¥¼篈L�0 12Χ

Gl¼篈ÛL�0 腢"羘efÛÜ GH 

¢É琖 ¡羆�jkÃk<õfごm

苀oWΧG¯Uä2ª初qr<瑇0 砆拜

T£¤¥籔ㄤu#�烩¼ㄆw0 玥yíH0

е|}'WÉ¯%�F�烩¼L�.¼

70 瞷�Û�0 弧�0 ��¼篈L

�£¤¥W

沮`8#材 "4 ヴ 羆��k8Ò祅*

���0 4 る 22 %'﹍烩¼TVW0  5

る "$%ゎ0 .X¢º 2&UW

瑇

╭

4

穖

繷

"



囊

ず

9

:

"#$%&癟<=>?@ABCD

FG>?HIBCJKLMNO PQ

ST/UVWXYPQZ[Y\]^

糵\BC`[abcdO efghi

BC>?J

`猭XkYlmnO o\pqrsh

﹚O uvw@ABCxyz{| }<~

������D���U| `猭�

HI��� FG��Hy�BC>?

UJ�O �����`��BCO �

竊f��O ���$�� ¡¢£¤`

���� 矪¦��¢£§¨©ª«¬�

®�ª«¯���°±²¨}J

A19

2"#$ 4る 2#L =戳

砫¶·¸ » 硷½¾

材"#$%&'

暗)+,-. 材/

$1&'暗)

+琌-.材$1&'暗)+镍-578

Τ&:;<=材>゜@AB+琌D镍-=

材材゜@AB+琌镍-= 材゜@

AB+镍-5IJ=琎,LMOPQ臟ST

拉VWXYZ[\ㄆ =̂ 程ab﹍材"

砫e&=羆+材>゜@&5

籔hijk[\ㄆlmn= ㄤ材>砫e+

カrs砫e58琎,OPST拉V[\津Wㄆ

^= ンvw+xYyz{|5}ê��ó

�:;<. 材><����:;┮Τ

㏄���. 材>���@禲aまW

mぃ�YZ��. ㄤ���YZ硑Θ稺

yz砫��5

¡ 5 る 25 ら= ¤+OPQ臟= ¥¦V

Q臟坝>¨©砆«;= まW¬Z稺= 

+ㄢ°±+ 12 �³�砆[´µ´= >

妓±+xYyzまW{|5

FぃÀ�Á®繷Â

纯¸¡¹º»¼½¾= >¿ÀÁxÂ

½纠ÄjÅÆ= xYÇÈÉÊË�= }ÌµÍ

44 ¿= 唉Ï´ÐÑÒ5ÓÔJÕ 禲Ám

ǐ= ×ÁmØ5Ù+ÚÛÜÝÞ. ßàá

禲ÙãäåæXÜ. n妓çèéê ë

滦míîsïïï Áxyz┮I}津W

ㄆ^WX<. YZ�祇>�Ì禲±ò

ΘΘÀÁx. 烩õömòΘΘ��Áx. Ù

+Q臟[\{|7滦臟ø

ßúû禲Ð�砆üýþÿ�m

紇#烩%&ç(ê 驹秤ÙãmÙ+�

瓣%穦-┢/0zΤ¬Z篈2Ù盢n

<篶Θи6穦-┢/0Ðsň8

OPミカ弘+┹=>弘. I>¡m�

<�ず 2 °WXxYyz{|8ē. B

埃Τ┢だ#籛Äí胊尔H. ê碞m眔m

σ>拜肈. 程¡淮OPΘQRÐs

畓V螟X ß锣[ΘxV 隔UÄ

�ÆÇ�ÈÉÊË?

证券代码牶６００６０２ 股票简称：仪电电子 编号牶临２０１５－０１２
９００９０１ 仪电Ｂ股

上海仪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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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４日，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２０１５年４月
１４日起停牌。
鉴于该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仍在讨论和商讨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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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１日起继续停牌。公
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于本次股票停牌之日起的５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
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大公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仪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２３ ９００９０９ 股票简称：双钱股份 双钱Ｂ股 编号：临２０１５－０３７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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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钱股份″或″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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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０７３８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交的《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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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５４牗Ａ股牘 股票简称：黄山旅游 编号：临２０１５－０１０
９００９４２牗Ｂ股牘 黄山Ｂ股

黄山旅游关于落实发审委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审核意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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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５

日获中国证监会发审委有条件通过。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发反馈函犤２０１５犦２０号文的要求，本公
司需要披露解决总裁叶正军双重兼职（即同时兼任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的措施。
为解决总裁兼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事宜，公司及总裁本人先后向组织部门进行
了汇报，总裁本人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向黄山市委提交了辞去管委会副主任职务的书面申
请。其后，将进入组织部门审批程序。
本公司承诺：公司将积极争取上级部门尽快完成辞任审批程序，力争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
前解决，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１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鼎立Ｂ股编号：临２０１５－０３５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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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本公司接第一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Ａ股股份１８４牞６３８牞０１０股，占总股本２４．１０％）通知，其于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将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１牞０２６万股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本次交易的初始交易日为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回购
期限为６个月。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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