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8

■ 2018年1月11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中航航行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航航行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中航航行宝

基金主代码 004133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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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丹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杜晓安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丹

任职日期 2018年 1�月 5日

证券从业年限 7年以上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年以上

过往从业经历

先后曾任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存款理财产品投资岗、 新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基金经理、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1916

新沃通宝货币市

场基金

2015-11-16 2016-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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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IA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并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

案。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中航混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 1月 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航混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航混改精选

基金主代码 00493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 12月 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 《中航混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航混改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18年 1�月 15日

赎回起始日 2018年 1�月 15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航混改精选A 中航混改精选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936 004937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

申购、赎回

是 是

注：

（1） 中航混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2）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2、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等业务的具体时间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开放日对投资者的业务办理时间是9：30-15：00，具体以

销售网点的公告和安排为准。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

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

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1） 申购金额限制

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每个基金账户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100元人民币（含申购费，下同），单笔追加

申购最低金额为100元人民币；已在直销机构有认/申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

制；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时，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100元人民币。 其他销售机构每个

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100元人民币，其他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分为A类和C类两类不同的类别。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的大

小划分为四档，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适用固定金额费率的申购除外）；投资者申购C类基金份额不

收取申购费用，而是从该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具体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A类基金份额

单笔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 1.50%

100万≤M〈300万 1.2%

300万≤M〈500万 0.8%

M≥500万 每笔1000元

C类基金份额 0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人申购A类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

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等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 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申购费率或调整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

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公告。

3、 日常赎回业务

（1）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0�份基金份额。

若某笔份额减少类业务导致单个账户的余额不足10�份的， 登记机构有权对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份

额做全部赎回处理（份额减少类业务指赎回、转换转出、非交易过户等业务，具体种类以相关业务规则为

准）。

（2）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具体

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A类基金份额 C类基金份额

持有期限（Y）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Y） 赎回费率

Y＜7日 1.50% Y＜7日 1.50%

7日≤Y＜30日 0.75%

7日≤Y＜30日 0.50%

30日≤Y＜1年 0.50%�

1年≤Y＜2年 0.25%

Y≥30日 0

Y≥2年 0�

（注：Y：持有时间；1年=365日,1�个月以30�日计算）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对持续

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1.50%的赎回费并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少于30�日的投资人，

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30�日但少于3�个月的投资人， 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75%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3�个月但少于6个月的投资人，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

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6�个月的投资人，应当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计入基金财产，未归入

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等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 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赎回费率或调整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

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公告。

5、 基金销售机构

（一）直销机构

名称：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78、80号11层1101内110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78、80号11层1101内1105室

法定代表人：洪正华

邮政编码：100101

电话：010-57809529

传真：010-57809534

联系人：杨娜

网址：www.avicfund.cn

（二）中航基金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情况及业务规则请登录本公司网

站查询。

网址：www.avicfund.cn

（三）其他销售机构

（1）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国际金融大厦A栋41层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国际金融大厦A栋41层

法定代表人：王宜四

联系人：余雅娜

联系电话：0791-86768763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刘婧漪、贾鹏

联系电话：028-86690057、028-86690058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人：徐步夷

联系电话：021-23154405

（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区关东园路2号高科大厦4楼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保利广场A座37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联系人：夏旻

联系电话：027-87618676

（5）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联系人：陈东

联系电话：010-85127561

（6）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5�层

办公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5�层

法定代表人：李刚

联系人：袁伟涛

联系电话：029-63387256

（7）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兰州财富中心21�楼

办公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19�楼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范坤

联系电话：0931-4890208

（8）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09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西裙楼

法定代表人：胡学勤

联系人：宁博宇

联系电话：021-20665952

（9）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东方梅迪亚中心C座901室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丁姗姗

联系电话：010-65980380

（10）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1218号1栋202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18号黄龙时代广场B座6F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联系人：韩爱彬

联系电话：0571-26888888

（11）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735�号03�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D�座28�层

法定代表人：蒋煜

联系人：冯培勇

联系电话：010-58170950

（12）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3号11楼B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33号9楼

法定代表人：王廷富

联系人：徐亚丹

联系电话：021-50712782

（13）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100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刘洋

联系电话：010-85650628

（14）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1号楼22层2603-06

办公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十一街十八号院京东集团总部

法定代表人：江卉

联系人：熊彦清

联系电话：010-85650628

（15）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民田路178号华融大厦27层2704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28号富卓大厦A座7层

法定代表人：马勇

联系人：文雯

联系电话：010-83363101

（16）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法定代表人：刘汉青

联系人：钱燕飞

联系电话：025-66996699-882068

（17）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2号南京奥体中心现代五项馆210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505号东方纯一大厦15楼

法定代表人：袁顾明

联系人：赵明

联系电话：021-20324155

（18）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6号1幢9层1008-1012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6号1幢9层1008-1012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联系人：李超

联系电话：010-56200948

（19）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500�号期货大厦14�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2�号楼35�楼

法定代表人：卢大印

联系人：张敏圆

联系电话：021-63325888

（20）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25、27、29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8楼

法定代表人：陈太康

联系人：李天雨

联系电话：021-68757102

（21）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俊

联系人：王一彦

联系电话：021-20333333

（22）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83�号大都会广场5、7、8、17、18、19、38‐

44�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电话：020-87555888

（23）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联系人：陈剑虹

联系电话：0755-82558305

（24）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陆敏

电话：021-20613999

（25）上海云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27号13号楼2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康路308号6号楼6楼

法定代表人：戴新装

联系人：范泽杰

电话：021-20530186

（26）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办公地址：广州市珠海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路12楼1201-1203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邱湘湘

电话：020-89629099

（27）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267号陆家嘴金融服务广场二期11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周雨平

联系电话：400-820-2899

（28）乾道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3号院1号楼1302

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合生财富广场1320

法定代表人：王兴吉

联系人：宋子琪

联系电话：010-62062880

（29）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航天科技广场A座17楼1704室

法定代表人：TAN� YIK� KUAN

联系人：叶健

联系电话：0755-89460500

（30）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8楼801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8号HALO广场4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联系电话：0755-33227950

（3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 凯恒中心B座18层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刘芸

联系电话：010-85156310

（3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2-6层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联系人 ：辛国政

联系电话： 010-83574507

（33）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14楼、16楼、17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14楼、16楼、17楼

法定代表人：丁益

联系人： 金夏

联系电话：0755-83516289

（34）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11层A座1108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11层A座1108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联系人：熊小满

联系电话：400-619-9059

（35）上海中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815号302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815号302室

法定代表人：黄欣

联系人：戴珉微

联系电话：400-6767-523

（36）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77号3层31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号 8�座 3�层

法定代表人：燕斌

联系人：陈东

联系电话：021-52822063

（37）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1号元茂大厦903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18号

法人：凌顺平

联系人：费超超

联系电话：0571-88911818-8654

（38）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00号19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宜山路700号普天信息产业园2期C5栋

法人：金佶

联系人：陈云卉

联系电话：021-54677088-6732

(39)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3号

法定代表人：李国华

客服热线：95580

公司网址：www.psbc.com

(40)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客服热线：95321

公司网址：www.cindasc.com

（41）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10号2栋236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9号A座1505室

法定代表人： 张冠宇

客服热线：400-819-9868

公司网址：www.tdyhfund.com

（42）天津万家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1988号滨海浙商大厦公寓2-2413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5层

法定代表人：李修辞

客服热线：010-59013842

公司网址：http://www.wanjiawealth.com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

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分别披露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若增加、调整销售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2017年10月27日《中国证券报》上的《中

航混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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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通过

GMP

认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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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东科制药” ）收到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橡胶膏剂、贴

剂、散剂（含外用）、软膏剂（含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的《药品GMP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GMP�认证相关信息

企业名称：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陕西杨凌示范区新桥路8号（中药前处理及提取地址：安康市江北生物科技工业园区）

证书编号：SN20170256

认证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橡胶膏剂、贴剂、散剂（含外用）、软膏剂（含中药前处理及提

取）

有效期至：2022�年 12�月 27�日

二、生产车间、计划生产品种及设计产能

本次GMP认证共涉及5个生产车间，分别为：提取一车间、提取二车间、固体制剂车间、外用制剂车

间、外包装车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生产车间名称 年设计产能 代表产品

1 提取一车间 150吨 该车间为前处理提取车间，无相关制剂产品

2 提取二车间 200吨 该车间为前处理提取车间，无相关制剂产品

3 固体制剂车间

胶囊剂29,000万粒

妇炎舒胶囊、甘海胃康胶囊、黄龙咳喘胶囊、心欣舒胶囊、乙肝

舒康胶囊

颗粒剂2,600万袋 黄龙止咳颗粒

片剂21,000万片 参归养血片、秦川通痹片、仙蟾片

4 外用制剂车间

橡胶膏剂1,000万袋 复方祖司麻止痛膏、小儿止泻贴

散剂150万袋 展筋活血散

软膏剂10万瓶 润肌皮肤膏

贴剂10万袋 水杨酸苯酚贴膏

三、主要产品市场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药品分类 治疗领域 其它国内主要生产企业

1 妇炎舒胶囊 中药 妇科用药-清热剂 无

2 甘海胃康胶囊 中药 内科用药-健脾和胃剂 无

3 黄龙咳喘胶囊 中药 内科用药-理肺止咳剂 无

4 心欣舒胶囊 中药 内科用药-益气养阴剂 无

5 乙肝舒康胶囊 中药 内科用药-清脏腑热剂 无

6 黄龙止咳颗粒 中药 内科用药-理肺止咳剂 无

7 参归养血片 中药 内科用药-气血双补剂 无

8 秦川通痹片 中药 内科用药-祛风除湿剂 无

9 仙蟾片 中药 肿瘤用药-抗肿瘤药 无

10 复方祖司麻止痛膏 中药 内科用药-祛风通络剂 无

11 小儿止泻贴 中药 内科用药-温中散寒剂 无

12 展筋活血散 中药 骨伤科用药-活血通络 无

13 润肌皮肤膏 中药 皮肤科用药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

药厂、广西金海堂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黑龙江天辰药业有限公司3家

14 水杨酸苯酚贴膏 化药 皮肤病用药

山东明人福瑞达卫生材料有限公

司、重庆制药九厂、广州白云山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何济公制药厂

等15家

注：以上资料来源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

东科制药2016年营业收入13,698万元，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其他生产企业相关药品的生产或

销售数据。

四、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为原有《药品GMP证书》到期后的再认证，上述车间通过GMP认证并获发《药品GMP证书》，

表明东科制药相关生产线满足新版GMP要求，本次获得GMP证书将有利于东科制药继续保持稳定的产

品质量和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各类投产后的药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

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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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

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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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年12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方案〉为〈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及

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等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议案，并于2017�年12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号———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规定，公司定于公司股票复牌前召开媒体说

明会，对媒体普遍关注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现将有关安排公告如下：

一、媒体会类型

本次媒体说明会以现场加网络文字直播方式召开， 届时将针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情况

与媒体进行现场交流和沟通。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1.时间：2018年1月12日上午9:30分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947会议室

3.�网络文字直播地址：

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深交所互动易平台“公司声音”栏目

三、参加方式

请有意参加的媒体提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的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媒体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传真、电子邮件预约截止时间为 2018年1月11日9:

00-16:00，具体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详见本公告“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

媒体预约注意事项：媒体预约需提供媒体名称、记者姓名、记者证编号、联系方式，前往参加说明会

的媒体需凭以上资料和预约登记情况入场。 参加会议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四、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及中介机构代表等。

五、媒体说明会的主要议程

1、公司及财务顾问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说明。

2、其他相关方及中介机构对本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说明。

3、媒体提问。

六、会议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1、联系人：沈伟斌

2、联系电话：010-59512082

3、传真：010-5826630

4、电子邮件：zqb@jdsn.com.cn

七、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本次媒体说明会召开次一交易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本次媒体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并将在本次说明会召开后的两个交易日内在互动易

刊载本次说明会文字记录。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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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

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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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为〈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及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并于2017年

12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及其他相关文件。

公司于2018年1月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针对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公司与相

关中介机构对 《问询函》 涉及的问题逐项落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股票暂不复牌，待公司召开媒体说明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媒体说明会召开情况，同时申请公

司股票复牌。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进展进

行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的

公告为准。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尚存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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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1月10日收到独立董事童朋方先生提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童朋方先生已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届满六年，按照《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将无法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童朋方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董事会绩效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生效后，童朋方先生将不在公司

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童朋方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法》、《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童朋方先生的

辞职报告在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因其辞职产生的空缺后生效。 在辞职报告尚未生效之前，童朋方先生仍将

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提名和增补新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童朋方先生在任职期间独立公正地履行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充分发表独立意见，为提高公司

董事会决策科学性、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童朋方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

000900

公告编号：

2018-006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证券代码：000900）已于2017年10月27日开市起停牌并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5）。 公司于11月3日、11月9日、11月16日、11月23日分别披露了《关

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36）、《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确定重大事项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告编号：2017-037）、《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17-038、 2017-039），11月27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2017-040）。 12月2日、12月9日、12月16日、12月23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44� 、2017-045� 、2017-046、2017-047）。 12月27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

期复牌暨进展公告》（2017-049）。2018年1月4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1），1月10日披露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在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进一步磋商和讨论，初步确定标的资产为湖南轨道

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轨控股” ）所持有的高速公路资产，并与交易对方湘轨控股签订

了《收购框架协议》，各中介机构及交易各方继续全力推进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为保障本

次重组顺利进行和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

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披露

义务，并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1日

股票代码：

002043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

2018-004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加盟商、供应商持股计

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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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兔宝宝” 或“公司” ）于12月30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公司加盟商、供应商持股计划的公告》，部分加盟

商、供应商拟与相关专业管理机构签订管理协议，以合法方式取得公司股票。 现将公司加盟商、供应商

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8年1月10日，公司加盟商、供应商持股计划对应产品“金鼎投资价值成长9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 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完成股票购买，购买均价为12.61元/股，购买数量为7,787,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029%。 该基金存续期为三年。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公告编号：

2018-001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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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浙江省2017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备案的复函》（国科火字〔2017〕201号），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

司浙江海翔川南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南药业” ）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满后的重新认

定。 近日，川南药业收到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

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733000515，发证日期为2017年11月13日，有效期

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川南药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将连续三

年（2017年度至2019年度）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

得税。 鉴于川南药业2017年已根据相关规定已按15%的税率预缴了企业所得税，因此，以上税收优惠

政策不会对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97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2018-001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0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大陆集团” ）函告，获悉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新大陆

集团

是 770

2018年1月9

日

至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分

行

2.49%

流动资金

贷款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新大陆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308,879,440股，占公司总股本1,010,809,917股的30.56%。 新大陆集团累计质

押129,456,000股，占新大陆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41.91%，占公司总股本的12.81%。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03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

完成剩余质押股份已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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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8年1月4日披露《佳都新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完成拟解除剩余质押股份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18-001）。

今日，公司收到股东堆龙佳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堆龙佳都” ）通知，堆龙佳都已将堆龙佳

都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中剩余股份44,075,475股， 划转至堆

龙佳都名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堆龙佳都持有公司股票102,295,6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2%，无质押股

份；堆龙佳都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343,124,1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22%，堆龙佳

都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股份数为150,650,000股，占其合计持有股份数的43.91%，占公司总股本

的9.31%。

堆龙佳都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及股份质押事宜已全部执行完毕。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