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富国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诉山东山水水泥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的公告

2015年12月0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名称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主代码 000841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诉讼当事人

原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被告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诉讼具体事项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15山水SCP001”

发行人）于2015年11月12日发布《山东山水水泥

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未按

期足额兑付本息的公告》，由于“15山水SCP001”

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筹措足额偿债资金，“15山

水SCP001” 不能按期足额偿付。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富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代表富国新回

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起诉 “15山水

SCP001” 发行人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为尽力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已为本案诉讼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将按照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该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8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富国目标收益一年期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2015年12月0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目标收益一年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目标收益一年期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9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颀亮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朱锐、钟智伦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颀亮

任职日期 2015-12-07

证券从业年限 5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

过往从业经历

自2010年9月至2013年7月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交易员； 自2013年7月

至2014年8月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高级交易员兼研究助理； 自2014年8

月至今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100007

富国7天理财宝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4-08-26 2015-02-10

000602

富国收益宝货

币市场基金

2014-08-26 ———

000382

富国恒利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5-04-20 ———

000469

富国目标齐利

一年期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5-04-20 ———

100025

富国天时货币

市场基金

2015-04-27 ———

000638

富国富钱包货

币市场基金

2015-04-27 ———

001981

富国收益宝交

易型货币市场

基金

2015-11-24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8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富国目标收益两年

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2015年12月0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目标收益两年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目标收益两年期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2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颀亮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朱锐、钟智伦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颀亮

任职日期 2015-12-07

证券从业年限 5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

过往从业经历

自2010年9月至2013年7月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交易员； 自2013年7月

至2014年8月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高级交易员兼研究助理； 自2014年8

月至今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100007

富国7天理财宝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4-08-26 2015-02-10

000602

富国收益宝货

币市场基金

2014-08-26 ———

000382

富国恒利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5-04-20 ———

000469

富国目标齐利

一年期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5-04-20 ———

100025

富国天时货币

市场基金

2015-04-27 ———

000638

富国富钱包货

币市场基金

2015-04-27 ———

001981

富国收益宝交

易型货币市场

基金

2015-11-24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8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富国收益宝

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2015年12月0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收益宝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收益宝交易型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198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莉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颀亮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莉

任职日期 2015-12-07

证券从业年限 9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9

过往从业经历

自2006年7月至2008年6月在广州银行任债券交易员； 自2008年6月至

2013年7月在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债券交易员、基金

经理助理、基金经理；自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中融基金（原道富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任现金管理投资总监；自2014年6月加入富国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自2014年6月至2015年10月任固定收益投资部现

金管理主管；2015年10月起任富国天时货币市场基金、富国富钱包货币

市场基金、富国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100025

富国天时货

币市场基金

2015-10-09 ———

000638

富国富钱包

货币市场基

金

2015-10-09 ———

000602

富国收益宝

货币市场基

金

2015-10-09 ———

519999

长信利息收

益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2011-06-04 2013-07-19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登记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

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11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2月7日（星期一）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2月6日至12月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交易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6日下午15:00至2015年12月7日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东营市西四路892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春良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和《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63,047,7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6418%。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0,786,60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638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261,1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0035%。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4,864,5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6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162,987,966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3%；59,80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804,7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9.8285%； 反对59,8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解除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163,023,366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24,40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840,1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9.9300%； 反对24,4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关于北京一龙恒业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之附生效条件的

股权收购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162,987,966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3%；20,50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39,3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804,7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9.8285%； 反对20,5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588%；弃权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12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北京一龙恒业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盈利补偿协议之终止协

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162,987,966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3%；20,50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39,3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804,7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9.8285%； 反对20,5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588%；弃权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12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刘皓先生、张扬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5-1、免去刘皓先生董事职务

162,987,966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3%；20,5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39,3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804,7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9.8285%； 反对20,5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588%；弃权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127%。

表决结果：通过。

5-2、免去张扬先生董事职务

162,987,966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3%；20,5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39,3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804,7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99.8285%； 反对20,5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588%；弃权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127%。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为， 刘皓先生和张扬先生在董事履职期间恪尽职

守、勤勉尽职，为公司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与会股东对两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

感谢。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杜斌先生、徐志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杜斌先生、徐志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期限自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6-1、选举杜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获得投票数 162,366,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9%；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34,182,8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0445%。 杜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2、选举徐志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获得投票数 162,366,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9%；其中，获得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34,182,8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0445%。 徐志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34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理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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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3月13日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

金200,000万元进行投资理财，该理财额度可滚动使用，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

有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 公司于2014年8月27日召开的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100,

000万元进行投资理财，该理财额度可滚动使用，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 详细内容参见2014年2月26日、2014年8月12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关于使用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3、2014-065）。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投资了以下信托计划，详细情况如下：

一、中融-懿德嘉行 7�号（六期）财产权信托计划

1、产品名称：中融-懿德嘉行 7�号（六期）财产权信托计划

2、参与信托计划金额及信托期限：

公司于2015年11月16日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认购了5,000万份信托单位， 起息日：2015年11月18

日，到期日：2017年11月18日。

3、年化预期收益率为7.8％。

4、本信托项下的信托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产：

4.1标的债权（系指委托人（指重庆市巴南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在《回购协议》、《债权债务确认合

同》项下对债务人（指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享有的金额为人民币23亿元的应收账款债权（以下简称

“基础债权” ）中根据《信托合同》及《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信托给受托人（指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用于设立本信托的金额为人民币1.24亿元的应收账款债权。 ）

4.2标的债权管理、运用、处分或者其他情形而形成的财产。

5、为保障信托受益人信托利益的实现，本信托设置了如下保障措施：

5.1若债务人未按照《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偿付标的债权，则受托人有权要求委托

人按照《受益权转让合同》所确定的价格收购本信托项下全部受益权。

5.2为担保债务人在《债权债务确认协议》项下偿债义务的履行，委托人的差额补足义务，以及委托

人在《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项下的支付收购价款及其应承担的信托费用、税费及规费及其他应付款项

（如有）的义务，保证人（指重庆市渝兴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受托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3如债务人未按《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约定履行标的债权偿付义务，无论债务人系基于何种理由，

委托人均应于对应还款日期无条件向受托人支付按以下方式计算的偿付款项差额，该差额等于该时点债

务人应向受托人偿付的标的债权金额扣除受托人已收到的标的债权偿付款项。

6、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7、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融信托无关联关系。

8、风险的揭示

受托人在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可能面临多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政策风险和

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保管风险、受托人的管理风险、信托计划提前终止或信托计划期限延长

的风险、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受托人承诺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处理本信托计划的信托事务，并谨

慎管理计划，但不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亦不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

二、五矿信托-信达沁宜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产品名称：五矿信托-信达沁宜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参与信托计划金额及信托期限：

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以自有资金30,000万元认购了30,000万份信托受益权份额，起息日：2015年

12月3日，到期日：2016年6月21日。

3、年化预期收益率为7.00％。

4、信托计划成立后，受托人应按照如下约定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资金：

4.1受托人将信托计划资金全部用于认购合伙企业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 就认购合伙企业的优先

级有限合伙份额事宜，由受托人与上海信达、信达资本、春鸿二期基金签署《合伙协议》、《合伙协议补充

协议》、《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二）》进行约定。

4.2合伙企业将以合伙企业财产对上海立瓴增资4亿元，并通过委托贷款银行对项目公司发放委托贷

款36亿元，专项用于标的项目的开发建设。 其中，项目公司出具《关于抵押事项的承诺函》，承诺为《委托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委托贷款清偿义务将以其合法持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具体

事宜由届时签署的《抵押合同》进行约定，出质人为《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委托贷款清偿义务以

其持有项目公司共计10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具体事宜由相应的《质押合同》进行约定。

4.3广州信达对项目公司拟提供约9亿元股东借款，并承诺在受托人退出合伙企业之前，不向项目公

司就上述股东借款主张任何权利，并就上述承诺具体事宜向五矿信托出具相应的《关于股东借款事项的

承诺函》进行明确说明和承诺。

4.4合伙企业按照《合伙协议》、《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二）》约定向受托人分

配投资收益及投资本金。

5、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6、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五矿信托无关联关系。

7、风险的揭示

受托人在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可能面临多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政策风险和

合伙企业运营风险、合伙人风险、信用风险、违约导致的强制赎回风险、受托人的管理风险、信托计划提前

终止或信托计划期限延长的风险、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 受托人承诺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处理本

信托计划的信托事务，并谨慎管理计划，但不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亦不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参与的以上信托计划，有相应的担保措施风险可控，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有利于提高自有

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公司使用的资金为自有闲置资金，由管理层根据经营情况测算，公司目前财务状

况稳健，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公司将按照相关制度进行决策、实施、检查

和监督，确保购买事宜的规范化运行，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含本次公告）

(一)银行理财产品

单位：元

签约方 资金来源 投资金额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预计收益

投资盈亏 是

否

涉

讼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金额

广发银行

闲置募集

资金

80,000,000.00 2014-5-13 2014-8-13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8,219.18 1,008,219.18 否

60,000,000.00 2014-8-18 2014-9-23

保本浮动收益型

254,465.75 254,465.75 否

50,000,000.00 2014-8-18 2014-11-18 604,931.51 604,931.51 否

浦发银行

40,000,000.00 2014-6-17 2014-7-17 147,945.21 147,945.21 否

200,000,000.00 2015-3-18 2015-9-18 4,900,000.00 4,900,000.00 否

65,000,000.00 2015-7-8 2015-10-5 673,150.68 688,109.59 否

九江银行

50,000,000.00 2014-7-24 2014-9-23 442,876.71 442,876.71 否

40,000,000.00 2014-8-5 2014-12-31 940,712.33 940,712.33 否

25,000,000.00 2014-9-24 2014-10-29 122,260.27 122,260.27 否

85,000,000.00 2014-9-24 2014-12-23 1,131,780.82 1,131,780.82 否

30,000,000.00 2014-10-10 2014-11-14 146,712.33 146,712.33 否

40,000,000.00 2014-10-10 2014-12-9 341,917.81 341,917.81 否

90,000,000.00 2014-10-30 2014-12-29 754,520.55 754,520.55 否

90,000,000.00 2014-12-29 2015-1-16 410,104.11 205,052.00 否

40,000,000.00 2014-12-31 2015-1-16 172,142.47 81,008.00 否

65,000,000.00 2015-6-29 2015-9-28 810,273.97 810,273.97 否

交通银行

70,000,000.00 2014-11-24 2015-2-10

保本保收益型

703,068.49 703,068.49 否

60,000,000.00 2015-2-12 2015-5-15 771,287.67 771,287.67 否

70,000,000.00 2015-3-19 2015-6-19 899,835.62 899,835.62 否

60,000,000.00 2015-3-31 2015-7-1 786,410.96 793,972.60 否

55,000,000.00 2015-5-22 2015-8-21 637,623.29 644,479.45 否

国开行

30,000,000.00 2014-12-10 2015-3-9

保本浮动收益型

307,232.88 307,232.88 否

85,000,000.00 2014-12-25 2015-3-26 890,054.79 890,054.79 否

110,000,000.00 2015-1-20 2015-4-21 1,151,835.62 1,151,835.62 否

50,000,000.00 2015-3-30 2015-6-30 529,315.07 529,315.07 否

100,000,000.00 2015-4-23 2015-7-23 1,047,123.29 1,047,123.29 否

浦发银行

闲置自有

资金

200,000,000.00 2015-7-27 2015-8-9

非保本浮动收益

型

352,876.71 554,520.56 否

子公司兆

驰节能照

明自有资

金

80,000,000.00 2015-7-24 2015-7-30 保证收益型 55,232.88 134,136.97 否

中国银行

深圳上步

支行

子公司佳

视百自有

资金

10,000,000.00 2015-8-7 2015-11-13

非保本浮动收益

型

115,452.05 115,452.05

浦发银行

子公司兆

驰节能照

明自有资

金

80,000,000.00 2015-9-22 2015-11-30 63,671.23 594,849.32 否

合计 2,110,000,000.00 － － － 21,173,034.25 21,717,950.41 －

（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

单位：元

委托

方

资 金

来源

投资金额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预计

收益

投资盈亏金额

是否

涉讼

购买日期 赎回日期

上 海

国 际

信托

100,000,000.00 2014-3-20

现金丰利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

3,092,245.02

否

100,000,000.00 2014-3-21 — 否

-100,000,000.00 2014-3-26 — 否

600,000,000.00 2014-4-4 — 否

-100,000,000.00 2014-4-11 — 否

-50,000,000.00 2014-4-14 — 否

-100,000,000.00 2014-4-21 — 否

-250,000,000.00 2014-4-25 — 否

220,000,000.00 2014-4-29 — 否

-200,000,000.00 2014-5-13 — 否

-220,000,000.00 2014-5-15 — 否

200,000,000.00 2014-5-16 —

339,489.07 否-150,000,000.00 2014-5-21 —

-50,000,000.00 2014-6-19 —

210,000,000.00 2014-7-15 —

89,020.99

否

-100,000,000.00 2014-7-17 — 否

-80,000,000.00 2014-7-17 — 否

-30,000,000.00 2014-7-23

自 有

闲 置

资金

160,000,000.00 2014-8-7 —

289,040.22 否

-100,000,000.00 2014-8-13 —

-50,000,000.00 2014-8-28 —

-10,000,000.00 2014-9-16 —

30,000,000.00 2014-12-29 —

32,328.44

否

-30,000,000.00 2015-1-5 — 否

100,000,000.00 2015-3-13 —

74,808.74

否

-100,000,000.00 2015-3-18 — 否

95,000,000.00 2015-3-27

638,889.27 否

150,000,000.00 2015-3-31

65,000,000.00 2015-4-3

-200,000,000.00 2015-4-9

-60,000,000.00 2015-4-20

-50,000,000.00 2015-4-29

100,000,000.00 2015-5-21

585,117.28 否

100,000,000.00 2015-5-29

100,000,000.00 2015-6-1

-300,000,000.00 2015-6-10

100,000,000.00 2015-6-24 否

150,000,000.00 2015-6-25 否

300,000,000.00 2015-7-21 否

20,000,000.00 2015-8-11 否

-50,000,000.00 2015-8-19 否

-300,000,000.00 2015-8-20 否

300,000,000.00 2015-8-31 否

50,000,000.00 2015-8-26 否

-100,000,000.00 2015-9-8 否

-100,000,000.00 2015-9-10 否

60,000,000.00 2015-9-18 否

90,000,000.00 2015-9-18 否

-250,000,000.00 2015-9-24 否

200,000,000.00 2015-9-29 否

-50,000,000.00 2015-9-8 否

10,000,000.00 2015-9-11 否

100,000,000.00 2015-10-14 否

300,000,000.00 2015-11-11 否

中 信

信诚

91,000,000.00 2014-5-7 现金管理5号

金融投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

56,903.02

否

-91,000,000.00 2014-5-13 — 否

合计 — － — — — — — —

注：根据《现金丰利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关于“退出时信托资金的计算” 约定，部分赎回的

为有效的部分退出申请，只退出所申请的这部分投资本金，未结息，收益在全部退出时一并结清。

（三）其他信托计划

单位：元

委托方 投资金额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预计收益 已收利息

总投资盈

亏

是

否

涉

讼

公告编号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金额

上 海 国 际

信托

100,000,000.00 2014-4-23 2016-4-23

上信雨润控股2号信托贷款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800,000.00 9,400,972.22

14,912,

205.10

否 2014-038

50,000,000.00 2014-4-29 2015-4-29

上信绿城香溢花城信托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b4

类

4,500,000.00 4,500,000.00

4,500,

000.00

否 2014-040

300,000,000.00 2014-4-29 2016-4-29

上信绿城香溢花城信托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B2类

55,800,000.00 27,900,000.00

39,587,

325.00

否 2014-040

中建投信

托

50,000,000.00 2014-4-23 2016-4-23

中建投?南京六合信托贷款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00,000.00 5,657,534.25 未到期 否 2014-039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00,000,000.00 2014-4-29 2015-4-29

外贸信托?富荣65号（长沙

恒大雅苑贷款项目）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9,300,000.00 9,317,416.64

9,317,

416.64

否 2014-040

中信信托 40,100,000.00 2014-4-30 2016-2-20

中信民生 7�号丹阳投资应

收账款流动化信托项目

6,898,847.95 3,089,732.46 未到期 否 2014-041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200,000,000.00 2014-5-16 2015-1-15

外贸信托

18,600,000.00 12,433,972.60

12,433,

972.60

否

2014-046/2

015-005

?富祥 25�号（佳兆业长沙

梅溪湖项目）集合信托计

划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50,000,000.00 2014-5-22 2015-4-17

外贸信托?富荣38号（荣盛

沈阳紫提东郡26-2项目）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502,465.75 12,377,674.68

12,377,

674.68

否 2014-047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78,000,000.00 2014-6-9 2015-12-16

外贸信托?启东城投中延工

程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一期）

11,030,054.79 9,320,893.15 未到期 否 2014-050

上海国际

信托

80,000,000.00 2014-6-20 2016-6-20

上海信托?南通朝霞信托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XF1406）

15,040,000.00 7,521,069.44 未到期 否 2014-052

上海国际

信托

100,000,000.00 2014-7-18 2016-7-18

上海信托?淮安新城信托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上

信-GD-1502）

18,400,000.00 9,200,972.22 未到期 否 2014-059

上海国际

信托

50,000,000.00 2014-7-11 2016-1-27

上海信托?淮安园林实业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上

信-JD-9901）

6,965,753.42 3,728,899.54

3,728,

899.54

否 2014-059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50,000,000.00 2014-7-11 2015-6-18

外贸信托?鑫诚10号德州德

达城投公司应收账款投资

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一

期)

12,930,410.96 12,854,794.52

12,854,

794.52

否 2014-059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81,870,000.00 2014-7-18 2016-4-18

外贸信托?富荣63号（珠江

四季悦城项目）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4,355,287.67 9,778,916.68

10,524,

146.00

否 2014-059

中建投信

托

14,900,000.00 2014-7-23 2015-9-10

中建投·江苏润科信托贷款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76,420.00 1,580,227.78

1,580,

227.78

否 2014-069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5,100,000.00 2014-7-25 2015-6-20

外贸信托?鑫诚7号盘锦建

投应收账款转让项目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二期）B1类

收益权

1,255,989.04 1,267,407.12

1,267,

407.12

否 2014-069

中航信托 5,000,000.00 2014-8-13 2014-8-20

天启328号天玑聚富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5,564.06 5,564.06 5,564.06 否 2014-076

上海信托 50,000,000.00 2014-8-29 2016-8-29

上海信托?咏恒投资贷款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9,200,000.00 4,600,486.11 未到期 否 2014-076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50,000,000.00 2014-9-22 2015-11-1

外贸信托?湘潭市两型投公

司信托贷款项目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5,104,109.59 4,383,777.77

4,383,

777.77

否 2014-076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50,000,000.00 2014-9-26 2015-4-29

外贸信托?富荣65号（长沙

恒大雅苑贷款项目）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A类受益

权）

2,650,684.93 2,658,393.25

2,658,

393.25

否 2014-084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00,000,000.00 2014-10-10 2015-7-10

外贸信托?富荣80号（福州

世欧项目）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7,105,479.45 7,105,479.45

7,105,

479.45

否 2014-084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50,000,000.00 2014-11-3 2015-5-18

外贸信托?福州东二环泰禾

城市广场四期开发贷款项

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443,287.67 2,447,222.22

2,447,

222.22

否 2014-084

上海国际

信托

70,000,000.00 2014-11-4 2015-11-4

上海信托?苏宁环球信托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090,000.00 0

6,092,

160.10

否 2014-084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200,000,000.00 2015-1-21 2017-1-21

外贸信托?鑫诚26号?晋江

城投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项

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0,054,794.52 13,426,179.60 未到期 否 2015-006

中信信托 180,000,000.00 2015-3-20 2016-3-20

中信融汇5号天津恒大山水

城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244,383.56 0 未到期 否 2015-018

中建投信

托

90,700,000.00 2015-4-3 2017-4-3

中建投?安投应收债权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164,849.32 4,225,253.29 未到期 否 2015-028

五矿信托 100,000,000.00 2015-4-17 2016-4-17

五矿信托－柳州建投信托

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523,287.67 3,633,835.61 未到期 否 2015-028

五矿信托 100,000,000.00 2015-4-17 2017-4-17

五矿信托－柳州建投信托

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27,397.26 4,274,931.51 未到期 否 2015-028

外贸信托 17,000,000.00 2015-4-20 2016-4-18

外贸信托?富荣63号（珠江

四季悦城项目）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585,331.51 0

820,

482.97

否 2015-031

中建投信

托

50,000,000.00 2015-4-23 2017-4-23

中建投?建泉1号（六盘水

棚改）信托贷款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9,813,424.66 2,456,712.33 未到期 否 2015-031

外贸信托 10,000,000.00 2015-4-23 2016-4-23

外贸信托?菁华5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五期-3

852,328.77 337,671.24 未到期 否 2015-031

中信信托 150,000,000.00 2015-4-24 2017-4-24

中信民生9号邵阳城投应收

账款流动化信托项目优先

级信托受益权

28,539,041.10 7,300,684.93 未到期 否 2015-031

上海信托 37,650,000.00 2015-5-8 2016-11-7

上信?滨江新城信托贷款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4,879,027.40 0 未到期 否 2015-031

上海信托 43,100,000.00 2015-5-8 2017-5-7

上信?滨江新城信托贷款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7,595,991.23 0 未到期 否 2015-031

安信基金 400,000,000.00 2015-6-12 2016-6-12

安信乾盛兆驰互联网融通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22,377,499.60

-22,377,

499.60

否 2015-041

外贸信托 50,000,000.00 2015-7-29 2015-8-25

外贸信托?五行荟智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03,287.67 203,287.67

203,

287.67

否 2015-070

外贸信托 100,000,000.00 2015-8-10 2016-8-10

外贸信托?汇金2号消费信

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523,287.67 2,109,863.01 未到期 否 2015-094

中信信诚 10,000,000.00 2015-8-12 2016-3-2

中信信诚稳健收益10号金

融投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61,506.85 未到期 否 2015-094

中信信托 20,000,000.00 2015-8-19 2017-8-19

中信基业21号六盘水交投

应收账款流动化信托项目

3,604,931.51 未到期 否 2015-094

华融国际

信托

50,000,000.00 2015-8-21 2017-8-21

华融-涪陵开发信托贷款集

合信托计划

8,211,232.88 1,048,263.89 未到期 否 2015-094

五矿信托 100,000,000.00 2015-8-26 2016-8-26

五矿信托-衡阳交投信托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500,000.00 未到期 否 2015-094

中信信托 130,000,000.00 2015-9-15 2017-9-15

中信基业28号重庆兴荣应

收账款流动化信托项目

23,432,054.79 未到期 否 2015-106

五矿信托 100,000,000.00 2015-9-29 2017-9-29

吉林铁投信托贷款集合资

金计划产品

18,625,479.45 未到期 否 2015-106

中融国际

信托

50,000,000.00 2015-11-18 2017-11-18

中融-懿德嘉行7号（六期）

财产权信托计划

7,810,684.93 未到期 否 2015-134

五矿国际

信托

300,000,000.00 2015-12-3 2016-6-21

信达沁宜股权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1,564,383.56 未到期 否 2015-134

合计

4,223,420,

000.00

— — — 498,671,061.59 177,770,589.64 — —

六、备查文件1、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中融-懿德嘉行7号（六期）财产权信托计划

4、五矿信托-信达沁宜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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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1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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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7日以现场、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案）的议案》和《公

司2015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预案）的议案》相关内容，本次股权计划涉及的具体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尚未确定， 本公司将在上述事项确定后再次召开董事会编制并披露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和《公司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对本预案进行完善和修订，授予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等

相关内容将在《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成都康弘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进行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12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12月6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 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九

名，实到董事九名(其中:董事王霖先生、独立董事高学敏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由董事长柯尊洪先

生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及通讯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案）

的议案》。

同意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2、3号》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等相关文件的规定，编制的

《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案)》。

公司将在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具体激励对象名单、 授予数量及

个人业绩考核要求并拟定完整的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后，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内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授予名单、授予数量及个人业绩考核要求等相关内容将在《成都康

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进行披露，同时公司监事会将对草案

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并出具核查意见， 独立董事还将就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本公司的持

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预案）

的议案》。

同意公司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的《公司2015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预案)》。

公司将在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定本次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涉及的具体激励对象名单、授予

数量及个人业绩考核要求并拟定完整的《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草案）》后，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草案）》内容。 本次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具体授予名单、授予数量及个人业绩考核要求等相关内容

将在《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进行披露，同时公司监

事会将对草案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并出具核查意见，独立董事还将就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

于本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预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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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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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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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在不超过人民币7.9亿元的

额度内购买理财产品，购买原则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由商业银行发行并提供保本承诺的短期保本型

理财产品，购买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董事会

授权公司总裁或财务负责人根据上述原则行使具体理财产品的购买决策权， 由财务部负责具体购买事

宜，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7月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

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获悉子公司四川康弘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康贸” ）、四川济生堂药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济生堂” ）、成都康弘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康贸”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了

理财产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一）中信银行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所属银行 中信银行成都草堂支行

1 产品名称 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天天快车2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2 产品代码 B140C0160

3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4 认购金额 四川康贸认购人民币20,000万元整

5 收益起算日 2015年11月24日

6 产品期限 无名义存续期限

7 产品收益率 最高年化收益率2.60%/年

8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9 关联关系说明 四川康贸与中信银行成都草堂支行无关联关系

10、风险提示

10.1�信用风险：本产品收益来源于产品项下投资工具的回报。如果投资资产中的投资工具发生违约

事件，使得产品到期时所投资工具的出售收入或投资收入等可能不足以支付投资者收益，投资者收益将

可能受到损失；在此情况下，投资者收益将根据基于其偿还比率测算出的投资资产价格予以确定，同时，

产品将保留向发生违约事件的发行主体或借款主体的追索权利，若这些权利在未来得以实现，在扣除相

关费用后，将继续向投资者进行清偿。

10.2�市场风险：由于金融市场存在波动性，投资者投资本产品将承担一定投资资产市值下跌的市场

风险。 如果人民币市场利率上升，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投资者将承担该产品资产

配置的机会成本。

10.3�流动性风险：投资者没有提前终止权，在本产品存续期间内，投资者不得提前赎回，可能导致投

资者在需要资金时无法随时变现。

10.4�提前终止风险：如发生提前终止条款约定情形，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提前终止，且可能导致投资

者无法获得预期的测算最高年化收益率。

10.5�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等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的投资、偿还等环节的正常进行，从而可能对本理财产品造成重大

影响，例如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或全部损失。

10.6�信息传递风险：投资者应根据本产品说明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及时查询相关信息。中信银行按

照本产品说明有关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发布理财产品的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据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

及时与客户经理联系，或到中信银行网站（http://� bank.ecitic.com/）、营业网点查询，以获知有关本理

财产品相关信息。

10.7�延期清算风险：若在产品到期时，债券发行人或融资主体延期付款或其它原因导致货币资金余

额不足支付本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则产品存在延期清算的风险。

10.8�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

行，从而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或损失，甚至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进而影响

理财产品的资金安全。 “不可抗力” 是指交易各方不能合理控制、不可预见或即使预见亦无法避免的事

件，该事件妨碍、影响或延误任何一方根据本产品说明书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该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地震、台风、洪水、水灾、其他天灾、战争、骚乱、罢工或其他类似事件、新法规颁布或对原法规的修改等政

策因素。

10.9�最不利的投资情形：本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由于市场波动导致投资工具贬值或者投资

品发生信用风险导致相应损失，则有可能造成本产品收益全部损失。

（二）中国银行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所属银行

中国银行彭州支

行

中国银行彭州支

行

中国银行成都武

侯支行

中国银行成都黄

金路支行

1 产品名称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发【CNYAQKF】

2 产品代码

【CNYAQK-

FTP0】

【CNYAQK-

FTP0】

【CNYAQKF】 【CNYAQKF】

3 产品类型 保证收益型 保证收益型 保证收益型 保证收益型

4 认购金额

济生堂认购人民

币3,000万元整

成都康贸认购人

民币2,000万元

整

成都康贸认购人

民币1,000万元

整

成都康贸认购人

民币1,000万元整

5 收益起算日

2015年 11月 23

日

2015年 11月 23

日

2015年 11月 25

日

2015年11月25日

6 到期日

2015年 12月 25

日

2015年 12月 25

日

2015年 12月 25

日

2015年12月25日

7 产品收益率 2.60%/年 2.60%/年 2.60%/年 2.40%/年

8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有资金 自有资金 自有资金

9

关联关系说

明

济生堂与中国银

行彭州支行无关

联关系

成都康贸与中国

银行彭州支行无

关联关系

成都康贸与中国

银行武侯支行无

关联关系

成都康贸与中国

银行黄金路支行

无关联关系

10、风险揭示

10.1�市场风险：受各种市场因素、宏观政策因素等的影响，本理财产品所投资的未到期资产的市场

价值可能下跌，可能会导致本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10.2�流动性风险： 本理财产品不提供开放日之外的赎回机制， 投资者在理财期限内没有提前终止

权。

10.3�信用风险：中国银行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将对本理财产品的本金及理

财收益产生影响。

10.4�提前终止风险：本理财产品存续期内，中国银行有权单方面主动决定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可

能会导致本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10.5�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果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

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的正常运行。

10.6�信息传递风险：本理财产品存续期内，投资者应根据本理财产品说明书所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

及时查询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因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非中国银行原因的通讯故障、系统故障

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因未及时获知信息而错过资金使用和再投资

机会等）全部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10.7�其他风险：如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相关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一） 投资风险

1、公司根据资产情况和经营计划决策决定投资额度和期限，且投资品类存在浮动收益的可能，因此

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2、尽管投资品种属于低风险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会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 风险控制措施

1、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或财务负责人根据上述原则行使具体理财产品的购买决策权，由财务部负

责具体购买事宜。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

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

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购买保本型理财及相关的

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闲置自有资金进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投资，不影响公司的

正常资金周转和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理财投资，可以提高公司

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尚未到期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金额合计3.006亿元（含本次2.7亿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投资理财产品的金额范围和投资期限。

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投资

收益

中国银行彭

州支行

保本收益型 1,200

2015年 10

月16日

2015年 12

月22日

未到期 未到期

中国银行彭

州支行

保本收益型 1,500

2015年 10

月16日

2015年 12

月22日

未到期 未到期

中国银行玉

林支行

保本收益型 360

2015年 10

月12日

2015年 12

月29日

未到期 未到期

中信银行成

都草堂支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0

2015年 11

月24日

无固定到

期日

未到期 未到期

中国银行彭

州支行

保本收益型 3,000

2015年 11

月23日

2015年 12

月25日

未到期 未到期

中国银行彭

州支行

保本收益型 2,000

2015年 11

月23日

2015年 12

月25日

未到期 未到期

中国银行成

都武侯支行

保本收益型 1,000

2015年 11

月25日

2015年 12

月25日

未到期 未到期

中国银行成

都黄金路支

行

保本收益型 1,000

2015年 11

月25日

2015年 11

月25日

未到期 未到期

五、 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中信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及理财业务购买/赎回申请表

3、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说明书及认购委托书。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8日

B027

■ 2015年12月8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