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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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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2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会议中心、香港

皇后大道中183号中远大厦4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79,960,23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663,450,78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16,509,4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5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4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孙家康执行董事主持。会议采取现场

及网络投票形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远洋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监事马建华、张建平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郭华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远洋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5,400,043 99.95876 375,100 0.03392 81,000 0.00732

H股 416,158,769 99.91581 6,880 0.00165 343,794 0.08254

普通股合计： 1,521,558,812 99.94701 381,980 0.02509 424,794 0.02790

2、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公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5,400,043 99.95876 375,100 0.03392 81,000 0.00732

H股 416,158,769 99.91581 6,880 0.00165 343,794 0.08254

普通股合计： 1,521,558,812 99.94701 381,980 0.02509 424,794 0.02790

3、 议案名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一： 关于中国远洋向中远集团出售中散集团

100%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5,400,043 99.95876 375,100 0.03392 81,000 0.00732

H股 415,838,769 99.83898 326,880 0.07848 343,794 0.08254

普通股合计： 1,521,238,812 99.92599 701,980 0.04611 424,794 0.02790

4、议案名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二：中国远洋向中海集运购买三十三家公司股权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5,400,043 99.95876 375,100 0.03392 81,000 0.00732

H股 416,158,769 99.91581 6,880 0.00165 343,794 0.08254

普通股合计： 1,521,558,812 99.94701 381,980 0.02509 424,794 0.02790

5、 议案名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三： 关于下属中远太平洋将其持有的佛罗伦

100%股权出售予中海集装箱运输(香港)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5,400,043 99.95876 375,100 0.03392 81,000 0.00732

H股 415,838,769 99.83898 326,880 0.07848 343,794 0.08254

普通股合计： 1,521,238,812 99.92599 701,980 0.04611 424,794 0.02790

6、议案名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四：关于下属中远太平洋向中海香港控股、中海

集运购买其持有的中海港口100%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5,400,043 99.95876 375,100 0.03392 81,000 0.00732

H股 416,158,769 99.91581 6,880 0.00165 343,794 0.08254

普通股合计： 1,521,558,812 99.94701 381,980 0.02509 424,794 0.02790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5,400,043 99.95876 375,100 0.03392 81,000 0.00732

H股 415,838,769 99.83898 326,880 0.07848 343,794 0.08254

普通股合计： 1,521,238,812 99.92599 701,980 0.04611 424,794 0.02790

8、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5,400,043 99.95876 375,100 0.03392 81,000 0.00732

H股 416,147,269 99.91305 6,880 0.00165 355,294 0.08530

普通股合计： 1,521,547,312 99.94625 381,980 0.02509 436,294 0.02866

9、议案名称：关于向中海集运租入船舶及集装箱并签署《船舶及集装箱资产租赁服务

总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5,400,043 99.95876 375,100 0.03392 81,000 0.00732

H股 415,827,269 99.83622 326,880 0.07848 355,294 0.08530

普通股合计： 1,521,227,312 99.92523 701,980 0.04611 436,294 0.02866

10、议案名称：关于放弃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同比例增资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5,400,043 99.95876 375,100 0.03392 81,000 0.00732

H股 415,825,769 99.83586 6,880 0.00165 676,794 0.16249

普通股合计： 1,521,225,812 99.92513 381,980 0.02509 757,794 0.04978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2,994,687 99.99195 375,100 0.00662 81,000 0.00143

H股 416,102,269 99.90224 6,880 0.00165 400,294 0.09611

普通股合计： 6,079,096,956 99.98580 381,980 0.00628 481,294 0.00792

12、议案名称：关于拟推荐许遵武先生担任中国远洋董事会执行董事等事宜之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2,994,687 99.99195 375,100 0.00662 81,000 0.00143

H股 415,722,819 99.81114 425,380 0.10213 361,244 0.08673

普通股合计： 6,078,717,506 99.97956 800,480 0.01317 442,244 0.0072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中国远洋符合重大

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1,105,

400,043

99.95 375,100 0.03 81,000 0.02

2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构成公司关联 (连)交易

的议案

1,105,

400,043

99.95 375,100 0.03 81,000 0.02

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一： 关于中国远洋向中

远集团出售中散集团

100%股权的议案

1,105,

400,043

99.95 375,100 0.03 81,000 0.02

4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二： 中国远洋向中海集

运购买三十三家公司股

权的议案

1,105,

400,043

99.95 375,100 0.03 81,000 0.02

5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三： 关于下属中远太平

洋将其持有的佛罗伦

100%股权出售予中海

集装箱运输 (香港)有限

公司的议案

1,105,

400,043

99.95 375,100 0.03 81,000 0.02

6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四： 关于下属中远太平

洋向中海香港控股、中

海集运购买其持有的中

海港口100%股权的议

案

1,105,

400,043

99.95 375,100 0.03 81,000 0.02

7

关于审议《中国远洋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及购买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

1,105,

400,043

99.95 375,100 0.03 81,000 0.02

8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

1,105,

400,043

99.95 375,100 0.03 81,000 0.02

9

关于向中海集运租入船

舶及集装箱并签署 《船

舶及集装箱资产租赁服

务总协议》的议案

1,105,

400,043

99.95 375,100 0.03 81,000 0.02

10

关于放弃中远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同比例增资权

的议案

1,105,

400,043

99.95 375,100 0.03 81,000 0.02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

权处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有关事项的议案

1,105,

400,043

99.95 375,100 0.03 81,000 0.02

12

关于拟推荐许遵武先生

担任中国远洋董事会执

行董事等事宜之议案

1,105,

400,043

99.95 375,100 0.03 81,000 0.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1-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且该等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2、上述第12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且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

过。

3、上述第1-10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回避表

决，其持有的4,645,229,644股股份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小京、张小满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远洋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证券代码：

000612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2016-016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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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也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2月1日(星期一)下午2点30分。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

月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31日下午15:00�至2015年12月11日下午15:00中

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蒋英刚先生由于工作安排原因未能出席会议，与会董事推举董事

周传良先生主持本次大会。

(六)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 代表股份447,845,67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232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447,845,6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37.23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八)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 代表股份132,016,44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975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32,016,44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10.97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九)董事4人、监事3人出席本次大会；高级管理人员4人、律师2人列席本次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大会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对

每位候选人逐一投票选举。

(二)议案表决结果

1.�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议案

1.1选举周传良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447,845,6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132,01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周传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选举宋支边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447,845,6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132,01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宋支边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选举赵院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447,845,6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132,01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赵院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447,845,6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132,01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李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选举樊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447,845,6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132,01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樊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选举杨保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447,845,6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132,01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杨保全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议案

2.1选举刘立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447,845,6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132,01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刘立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选举王存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447,845,6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132,01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王存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选举江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447,845,6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132,01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江榕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3.�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议案

3.1选举郭中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447,845,6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132,01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郭中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2选举沈玉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447,845,6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132,016,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沈玉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已于2016年1月29日经公司职代会选举产生，宋小红

当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宋小红与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

监事郭中强和沈玉杰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隆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申明、廉军魁

(三)结论性意见

河南隆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签章页。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日

证券代码：

000612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2016-017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七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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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方式

会议通知于2016年1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董事会七届一次会议于2016年2月1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

(四)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与会董事一致推举周传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五)会议召开的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议案

与会董事选举周传良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

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议案表决情况：

有权表决票数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表决通过。

(二)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议案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在董事会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前，由本公司

董事长周传良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联系方式：

电话：0391-2535911� � � �传真：0391-2535514� � � � �邮箱：longer_lzymp@yeah.net

议案表决情况：

有权表决票数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表决通过。

(三)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董事会全体成员组成，委员会成员共九人。 委员一致

同意推举董事长周传良担任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周传良、宋支边、赵院生、李勇、樊辉、杨保全、刘立斌、王存

生、江榕。

议案表决情况：

有权表决票数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表决通过。

(四)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议案

会议选举王存生(独立董事)、杨保全、江榕(独立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委员一致同意推举王存生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 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

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议案表决情况：

有权表决票数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表决通过。

(五)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议案

会议选举周传良、樊辉、刘立斌(独立董事)、王存生(独立董事)、江榕(独立董事)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委员一致同意推举刘立斌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

召集人。 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议案表决情况：

有权表决票数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日

证券代码：

000612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2016-018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七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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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方式

会议通知于2016年1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监事会七届一次会议于2016年2月1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三)监事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会议监事应到3人，实到3人。

(四)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与会监事一致推举监事郭中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会议召开的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对《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议案》进行了审议。

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选举郭中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

议通过之日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议案表决情况：

有权表决票数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2月1日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春节

后恢复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2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基金主代码 4000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6年2月15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16年2月15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申购日 -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放

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办发

[2015]88号） 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保

护投资者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A 东方金账簿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400005 40000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

期定额投资）

- -

注：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628� 588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df5888.com获取相关信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2月2日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2016-02-01

公告送出日期：2016-02-02

基金名称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317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390000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100000

基金资产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530,575,778.55

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1.0051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5年6月12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2月2日

东方永润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6-02-01

公告送出日期：2016-02-02

基金名称 东方永润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永润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390000

基金主代码 001160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100000

基金资产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562,990,809.29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永润债券A类 东方永润债券C类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160 001161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资产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309,036,004.67 253,954,804.62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0.9179 0.9152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5年5月4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2月2日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春节

前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2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基金主代码 4000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放

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办发

[2015]88号） 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保

护投资者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A 东方金账簿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400005 40000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

期定额投资）

-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

注：1、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对于暂停申购前已开通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务。 暂停申购前未开通定期定额业务的投资者，暂停

受理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 转换转出及赎回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2、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春节假期带来的不便及资金损失。

投资者所享有的基金份额收益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

通知》（证监基金字【2005】41号）第十款的规定办理。

3、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628� 588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orient-fund.com、www.df5888.com获取相关信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

2016-017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事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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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13日，经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与公司关联法人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

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416，以下简称“民生控股” ）签署了《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公司将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电子” ）75%股权以人民币

32,025.80万元转让给民生控股。

2015年12月7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民生控股签署了《深圳市泛

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对《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

过渡期期间损益的相关安排进行调整。

本次交易构成民生控股重大资产重组，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准。

经2015年12月30日召开的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5年第112次会议审核， 民生控

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事项未获通过。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8月14日、12月8日、12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016年1月22日， 民生控股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不予核准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决

定》（证监许可【2016】121号）的书面文件。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民生控股董事会应在收到该决定之

日起10日内对是否修改或终止本次方案作出决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民生控股2016年

1月23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述要求，并经与公司协商，民生控股于2016年1月3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临时）会议，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民生控股2016年2月1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至此，三江电子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终止。 未来公司将继续支持三江电子业务发展，并支持其充分利用资

本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6-0016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停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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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

（简称“矿业公司” ）的主营业务为铁精粉销售。 近期，由于受到宏观行业因素低迷的影

响，矿业公司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公司决定将其停产。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矿业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7,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吕明田；

4、住所：林州市河顺镇石村东；

5、主营业务： 铁精粉销售。

6、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9月30日 备注

1 资产 172,050,592.17 229.794,410.18

2 负债 90,800,262.39 157,914,945.35

3 所有者权益 81,250,329.78 71,879,464.83

4 营业收入 41,552,149.49 29,596,805.13

5 净利润 939,558.05 -9,370,864.95

备注：2014年已经审计，2015年尚未审计。

二、停产对公司的影响

矿业公司2014年度营业收入占公司经审计合并营业收入1,874,349,394.19元的

2.22%，其净利润占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0,935,177.57元的1.84%。 因

此，矿业公司的停产对公司的影响较小。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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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陕西煤业 公告编号：

2016- 003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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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1日，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控股股东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化集团” ）通知，陕煤化集团于2016年1月29日

增持了本公司部分A股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2016年1月29日， 陕煤化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买入方式增持本公司

A股股份共计2773700股。 本次增持前，陕煤化集团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6,337,211,229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63.37%。 本次增持后，陕煤化集团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6,

339,984,929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63.39%。

二、后续增持计划

陕煤化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自2016年1月29日起算），视本公司股价表现，以自

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三、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陕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201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

份行为指引》（201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陕煤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增持

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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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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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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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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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6年2月1日收到

控股股东庞庆华先生的通知，2016年1月29日， 庞庆华先生将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票进行

质押式回购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6年1月29日，庞庆华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5,59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与国

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 ）进行股票质押回购业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6%， 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1月29日， 购回交易日分别为2016年8月3日、2016年11月3

日。 上述质押已在国开证券办理了相关手续。

庞庆华先生质押上述公司股份主要用于补充质押，还款来源包括公司的营业收入、营

业利润、投资收益等，公司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

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

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庞庆华先生持有本公司1,362,900,0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21.03%；其中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1,337,18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8.1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0.64%。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