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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的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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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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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

的函》（“《告知函》”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按照《告知函》的要求

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告知函》回复进行公开披

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

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890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8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工商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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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8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柳秋杰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

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烟台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现法定代表人为柳秋杰先生。

除以上事项外，《营业执照》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3月16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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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

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证券代码：

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2018-021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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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2018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292%�-�338%

盈利：331.3万元

盈利： 1300万元-145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是：2017年以来锆产品价格持续上涨， 报告期内公司延续2017年的良好销

售态势，产品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同比均有较大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

数据将在本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9日

封闭期内天治鑫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8-03-16

公告送出日期：2018-03-19

基金名称 天治鑫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治鑫利半年定期开放

基金管理人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280000

基金主代码 003123

基金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50000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35,704,301.83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天治鑫利A 天治鑫利C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123 003124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资产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35,186,283.07 518,018.76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1.0182 1.0133

证券代码：

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2018-019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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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敖东” 、“公司”或“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8]184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人民币24.13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24,130,000张，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敖东转债” ，债券代码为“127006”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12,281,674张，即1,228,167,4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0.9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11,848,320张，即1,184,832,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9.10%。

本次网上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2018年3月15日（T+2日）完成。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

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出如下统计：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1,523,15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52,315,5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325,16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2,516,50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 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可转债由主承销商包销。 此

外，《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中规定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

购单位，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6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主承销商

包销可转债的数量为325,171张，包销金额为32,517,100元，包销比例为1.35%。

2018年3月19日（T+4日），主承销商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交登记申请，将包销可转债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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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10-851201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

2018-031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签署《在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平台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

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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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合作意向和合作方向、合作范畴的初

步洽谈结果，后续是否能最终达成具体合作项目及业务进度均存在不确定性。 实际业务合

作须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的具体影响需取决于双方后续签署及实施的项目

及合同执行情况，目前难以预测；但如最终能顺利开展合作，将对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和业

绩带来正面影响。

一、概况

为更好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共同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平台创新、成果孵化和行

业应用生态发展，本着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中国长城”或“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简称“百度” ）

于2018年3月18日签订了《在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平台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有效期三年。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向海龙

3、注册资本：4,520万美元

4、主营业务：开发、生产计算机软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承接计

算机网络系统工程；销售自产新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

5、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0号百度大厦三层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基于自主可控基础架构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移植与落地

中国长城提供云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相应的技术服务和集成服务，自主可控的平台和

品牌，以及行业落地资源；百度提供“AI� CITY大脑” 、“智能感知平台” 、以及相应的AI开

发平台技术服务；共同打造“人工智能软硬创”三位一体平台。

2、新型智慧城市、智能制造及其他关键行业的合作

采用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 为传统智慧城市提供全新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促进关键行业的产业升级。

3、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创新中心的建设合作

通过和地方政府的紧密合作，双方将合作共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将人工智能/大

数据技术转化为产业应用成果，培育高成长性产业集群。

（二）合同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三年。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认为，随着物联网技术、ARM等芯片技术、移动互联技术、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

展，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未来将可能改变各行各业。双方通过本次战略合

作意向的达成，希望能把百度的ABC（AI人工智能，Big� Data大数据，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技术与中国长城的自主可控软硬件平台结合，整合各自的优势资源，这将有利于

共同探索、发掘双方现有技术的适用宽度与深度；同时，通过全要素聚合的产业孵化及应用

输出体系搭建，有利于双方在全行业探索自主可控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落地应用。 如能最终

落实，将对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仅对合作方向做出框架性约定，对公司具体业务的影响与协同效

应将取决于双方后续签署及实施的项目及合同执行情况。

后续合作事项如能顺利推进，将有利于助力打造信息安全自主可控环境下的人工智能

应用，并将对公司战略规划实施和品牌、经济效益的提升带来正面影响。

3、本次合作，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合作方形成依

赖。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为双方对未来开展合作的意向的表明，并不意味着双方必须签订正式合作

协议，任何一方也不因未签订正式合作协议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除知识产权管理与保密

以及争议解决条款外，本协议其他条款原则上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如遇本协议与双

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存在冲突的情况，须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为准。

2、本协议的具体合作项目和进度须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为准，尚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战略框架性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因此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在自主可控

人工智能平台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八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300131

证券简称： 英唐智控 公告编号：

2018-014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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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8年3月

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

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3月16日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３１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规模的

６０．００％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规模的

４０．００％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证券时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6,685.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2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

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4,1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1.33%；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2,58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38.67%。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8年3月20日（周二）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

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

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

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和发行人网

站（www.tianyisc.com）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9日

关于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变更网下现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8年3月14日发

布了《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

告》， 并列示下述代销机构为本公司旗下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认购代码：512163，简称：MSCI基金）的网下现金销

售机构。 现因业务需要，经本公司与下述代销机构协商一致，下述代销机构暂

不办理MSCI基金的网下现金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

况：

编号 代销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8323000

网址：www.csco.com.cn

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8

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3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620-6868

网址：www.lczq.com

投资人也可通过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www.nffund.

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

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9日

南方基金关于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部分券商为网下发售代理机

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下列代销机构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增加下列代销机构为MSCI中国A股国际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认购代码：512163，简称：MSCI基金）

的网下发售代理机构。

从2018年3月19日起，投资者可前往下列代销机构办理MSCI基金的网下

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下列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或

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细情况：

编号 代销机构名称 网下现金认购 联系方式

1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

客服电话：4008888128

网址：www.tebon.com.cn

2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参加

客服电话：96326（福建省外请先拨0591）

网址：www.hfzq.com.cn

投资人也可通过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

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

2018-010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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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2个交易日（2018

年3月15日、3月16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并就有关事项问询

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现将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可能

对公司股价造成较大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

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5、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且未向任何人建议买入或卖出公

司股票。

三、 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至少未

来3个月内不筹划可能对公司股价造成较大影响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

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2、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披露了《2017年度业绩快报》，经财务部初步测

算，内部审计部门审计，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为-2728.1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308.71%；

4、公司于2018年3月15日披露了《2018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经财务部

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18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900万元———1300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325.76%—426.09%；

5、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6日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

000900

公告编号：

201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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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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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 2017-049）。 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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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1月18日、1月25

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

2018-007、2018-009）。 2018年1月2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并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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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11）。 公司于2月2日、2月9日、2月23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2018-014、2018-015），2月26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6），3月5日、

3月12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7、

201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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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目前，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

工作取得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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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

项目编号/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1 重庆能投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181247.7万元债权 204065.99 10263.02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的在未获审批前不

得经营**。

联系方式：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191510.72

2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13614.43万元债权 58511.45 32766.41

房地产开发（凭相关资质证书执业）、房屋销售；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管理；商务

信息咨询；仓储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物业管理等。

联系方式：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46380.84

3 重庆云易通物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35%股权 17404.03 14996.84

普通货运；利用自有资金向物流、电子商务行业进行投资；物流设施及电子商务营

运设施的开发、管理、维护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二级及以下；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物品）；市场管理；自有房屋出租、销售；利用互联网提供仓储信息咨

询、货运信息咨询、货运代理业务；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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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5248.894

4 重庆科瑞南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55%股权及3260万元债权 27067.86 3102.36

合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含中药提取）、原料药（口服液溶剂）；植物提取物

（青蒿素、白藜芦醇、银杏叶提取物、枇杷叶提取物、茶多酚、葛根素、小叶榕浸膏、

麦角淄醇、蒿甲醚、双氢青蒿素、米格列奈钙、长春西汀、炎琥宁、穿心莲内酯、绿茶

提取物）收购、生产、销售等。 联系方式：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4970

5 重庆冠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及7543.88万元债权 7559.87 9.03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书营业）；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信

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营业活动）。 联系方

式：乔先生 023-63611217�13648330141

7552.91

6 江苏红蜻蜓油脂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11051.93 10997.99

经营范围：食用植物油（半精炼、全精炼）加工、销售；粮食收购；仓储服务；自有房

屋租赁；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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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乔先生 023-63611217�13648330141

7000

7 重庆粮食集团四川酒业有限公司70%股权及3494.205098万元债权 2486.07 -1320.15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白酒；收购、销售：粮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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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进出口贸易（按商务部

核定范围经营）联系方式：乔先生 023-63611217�13648330141

3494.2051

98

8 重庆安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11206.53万元债权 11219.43 12.5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书营业）；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信

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营业活动）。 联系方

式：乔先生 023-63611217�13648330141

11219.04

9 贵州渝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和398753.885040万元债权 563759.026036 89066.443013

营业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须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联系方式：熊

先生023-63606252、18680845183

476999.96

184

重庆两江新区新圣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20748.44万元债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经营范围：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执业)；普通机械设备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货运代理（不含水路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船舶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截至2017年10月31日，

经评估标的企业总资产为23170.25万元，净资产为2421.81万元。 该100%股权及20748.44万元债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23170.25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本项目挂牌期为2018年3月19日至2018年4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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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陈先生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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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

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证券代码：

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2018-019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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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敖东” 、“公司”或“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8]184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人民币24.13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24,130,000张，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敖东转债” ，债券代码为“127006”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12,281,674张，即1,228,167,4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0.9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11,848,320张，即1,184,832,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9.10%。

本次网上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2018年3月15日（T+2日）完成。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

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出如下统计：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1,523,15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52,315,5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325,16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2,516,50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 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可转债由主承销商包销。 此

外，《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中规定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

购单位，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6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主承销商

包销可转债的数量为325,171张，包销金额为32,517,100元，包销比例为1.35%。

2018年3月19日（T+4日），主承销商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交登记申请，将包销可转债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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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10-851201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

2018-031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签署《在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平台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

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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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合作意向和合作方向、合作范畴的初

步洽谈结果，后续是否能最终达成具体合作项目及业务进度均存在不确定性。 实际业务合

作须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的具体影响需取决于双方后续签署及实施的项目

及合同执行情况，目前难以预测；但如最终能顺利开展合作，将对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和业

绩带来正面影响。

一、概况

为更好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共同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平台创新、成果孵化和行

业应用生态发展，本着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中国长城”或“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简称“百度” ）

于2018年3月18日签订了《在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平台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有效期三年。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向海龙

3、注册资本：4,520万美元

4、主营业务：开发、生产计算机软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承接计

算机网络系统工程；销售自产新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

5、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0号百度大厦三层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基于自主可控基础架构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移植与落地

中国长城提供云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相应的技术服务和集成服务，自主可控的平台和

品牌，以及行业落地资源；百度提供“AI� CITY大脑” 、“智能感知平台” 、以及相应的AI开

发平台技术服务；共同打造“人工智能软硬创”三位一体平台。

2、新型智慧城市、智能制造及其他关键行业的合作

采用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 为传统智慧城市提供全新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促进关键行业的产业升级。

3、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创新中心的建设合作

通过和地方政府的紧密合作，双方将合作共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将人工智能/大

数据技术转化为产业应用成果，培育高成长性产业集群。

（二）合同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三年。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认为，随着物联网技术、ARM等芯片技术、移动互联技术、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

展，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未来将可能改变各行各业。双方通过本次战略合

作意向的达成，希望能把百度的ABC（AI人工智能，Big� Data大数据，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技术与中国长城的自主可控软硬件平台结合，整合各自的优势资源，这将有利于

共同探索、发掘双方现有技术的适用宽度与深度；同时，通过全要素聚合的产业孵化及应用

输出体系搭建，有利于双方在全行业探索自主可控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落地应用。 如能最终

落实，将对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仅对合作方向做出框架性约定，对公司具体业务的影响与协同效

应将取决于双方后续签署及实施的项目及合同执行情况。

后续合作事项如能顺利推进，将有利于助力打造信息安全自主可控环境下的人工智能

应用，并将对公司战略规划实施和品牌、经济效益的提升带来正面影响。

3、本次合作，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合作方形成依

赖。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为双方对未来开展合作的意向的表明，并不意味着双方必须签订正式合作

协议，任何一方也不因未签订正式合作协议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除知识产权管理与保密

以及争议解决条款外，本协议其他条款原则上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如遇本协议与双

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存在冲突的情况，须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为准。

2、本协议的具体合作项目和进度须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为准，尚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战略框架性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因此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在自主可控

人工智能平台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八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300131

证券简称： 英唐智控 公告编号：

2018-014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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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8年3月

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

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3月16日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３１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规模的

６０．００％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规模的

４０．００％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证券时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6,685.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2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

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4,1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1.33%；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2,58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38.67%。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8年3月20日（周二）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

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

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

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和发行人网

站（www.tianyisc.com）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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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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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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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2个交易日（2018

年3月15日、3月16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并就有关事项问询

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现将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可能

对公司股价造成较大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

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5、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且未向任何人建议买入或卖出公

司股票。

三、 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至少未

来3个月内不筹划可能对公司股价造成较大影响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

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2、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披露了《2017年度业绩快报》，经财务部初步测

算，内部审计部门审计，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为-2728.1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308.71%；

4、公司于2018年3月15日披露了《2018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经财务部

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18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900万元———1300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325.76%—426.09%；

5、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6日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

000900

公告编号：

201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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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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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 2017-049）。 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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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1月18日、1月25

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

2018-007、2018-009）。 2018年1月2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并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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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11）。 公司于2月2日、2月9日、2月23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2018-014、2018-015），2月26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6），3月5日、

3月12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7、

201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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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目前，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

工作取得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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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本次公告(2018-048)仅反映投

资账户截止 2018年 03 月 15 日的投

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8 年

03月 20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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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

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

网 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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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81�

21.5712�

34.4448�

14.4542�

11.8109�

15.1391�

12.1739�

14.2028�

10.7374�

6.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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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