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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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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10月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

司” ）董事局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8年10月9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中国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公司A股股东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公司A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10月9日

至2018年10月9日

公司A股股东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8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 √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18年8月2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

关内容详见2018年8月21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香港联交所网站（http:

//www.hkexnews.hk）。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涉及。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

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本公司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

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

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拥有多个股东

账户的本公司A股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

别普通股的表决意见，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或其他方式重复

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A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一位或一位以上的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60 福耀玻璃 2018/9/1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公司邀请列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五)�公司H股股东登记及出席等相关事宜，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

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及公司网站（http://www.fuyaogroup.com）向H

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A股股东登记时间：拟出席本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须于

2018年9月18日或之前将《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会回执》（详见本通知之附件2）送达至本公司董事局秘书办公室并办理登记手续。

（二）A股股东登记地点：中国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耀工业村福耀玻

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办公室。

（三）A股股东登记手续：

1、个人股东凭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被代理人的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营业执照/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基金会

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本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法人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营业执照/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基金

会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

委托书、代理人的身份证办理登记。

3、本公司A股股东可以信函（信封上须注明“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字样）

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

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查验，经本公司确认后方为有效。

4、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

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

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5、公司A股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本通知之附件

1。

（四）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

资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

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A股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

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 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A股股票的投票权，可由受

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的名义为投资者行使。

（五）根据《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沪港

通试点办法》《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沪股通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实施指引 （2015年

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等

规定，投资者参与沪股通业务所涉公司A股股票，由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

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 投资者参与沪股通业务所涉公司A股股票的投票权，可由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 以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名义为

投资者行使。

（六）公司H股股东的登记及出席等相关事宜，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交所网站

（http://www.hkexnews.hk）及公司网站（http://www.fuyaogroup.com）向H股股

东另行发出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

六、 其他事项

（一）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中国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耀工业村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350301

联 系 人：李小溪、张伟

联系电话：86-591-85383777� � � 86-591-85363763

联系传真：86-591-85363983

（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8年8月24日

附件1：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件2：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回执

● 报备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8年10月9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下列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

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

止。

本单位（或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下列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8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应在“同意” 、“反对” 、“弃权” 的表决意见中选择一

个并在相应的方框画“√” 表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

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参加股东大会投票时，如果需要根据委托人（实际持有人）的委托对同一审议事项表达不

同意见的，应进行分拆投票，并应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如实填写所

投票数。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印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编号或营业执照

注册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有的普通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年月日

附件2：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回执

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有公司A股数量 股东证券账户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拟出席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A股股

东须于2018年9月18日或之前将《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参会回执》送达至本公司董事局秘书办公室。

关于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

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中关于不定

期份额折算的相关约定，当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转债

B级” 份额（积极收益类份额，场内简称：转债B级，基金代码：150144）的基金份额净值达到0.450元及

以下时，本基金之“银华转债” 份额（基础份额，场内简称：中证转债，基金代码：161826）、“转债A级”

份额（稳健收益类份额，场内简称：转债A级，基金代码：150143）及“转债B级” 份额将进行下阈值不

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证券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8年8月23日，转债B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

定的下阈值不定期份额折算阈值，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人密切关注转债B级份额近期的基金份

额净值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下阈值不定期份额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转债A级份额、转债B级份额目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在下阈值不定期份额折算发生后，

转债A级份额、转债B级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转债A级份额、转债B级份额二

级市场交易的投资人注意折溢价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二、根据基金份额的分类与净值计算规则，本基金优先满足转债A级份额的本金及累计约定应得

收益后，将剩余净资产计为转债B级份额的净资产。基金管理人并不承诺或保证转债A级份额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本金安全和约定应得收益。 在出现极端损失的情况下，转债B级份额的净资产可能归零，转

债A级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

如果转债B级份额的净资产在下阈值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归零，依据下阈值不定期份额折算的

份额折算原则和计算公式，转债B级份额持有人在折算后所持有的转债B级份额数量也将归零。

三、本基金转债B级份额具有高风险、高预期收益的特征。 如本基金触发下阈值不定期份额折算，

转债B级份额的杠杆倍数将由目前的约4倍降低为初始的3.33倍，相应地，转债B级份额的份额净值随

母基金份额净值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减小。

四、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当某交易日转债B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达到0.450元及以下时，触发

下阈值不定期份额折算，该交易日即为折算触发日。由于折算基准日为折算触发日的下一个工作日，折

算基准日的市场波动可能造成银华转债份额净值波动，导致转债B级份额净值相应波动，从而使得折

算基准日的转债B级份额净值与折算触发日转债B级份额净值以及折算阈值0.450元均存在一定的差

异。

五、本基金转债A级份额具有低风险、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下阈值不定期份额折算发生

后，原转债A级份额持有人所持有基金份额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单一的低风险收益

特征转债A级份额， 变为同时包括低风险收益特征转债A级份额与较低风险收益特征银华转债份额，

因此原转债A级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转债A级份额、转债B级份额、银华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面

临由于折算后份额数取整计算而导致相应的不足1份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财产的风险。

二、为保证本基金在折算期间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转债A级份额与转债B级份额的上市交易，暂停银华转债份额的

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人予以关注。

投资人若希望了解本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银华中证转债

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或者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

话：400－678－3333（免长途话费）。

三、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资

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敬请投资人于投资前认

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4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华

合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离

任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8月2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合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合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3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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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智伟先生、洪利平女士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瞿灿女士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瞿灿女士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变动

离任日期 2018-08-22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4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华

旗下部分基金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于2018

年8月27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参加旗下部

分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商银行各个销售渠道普通申购或定投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产品， 以及通过手机银行购买

AI投基金组合的个人投资者。

二、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2018年8月27日0时至2018年8月31日24时。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工商银行及本公

司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三、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1、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各个销售渠道普通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银华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940）享有申购费率1折优惠。

2、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不含定期定额投资）AI投基金组合，其成分基金银华

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和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基金代码：000286）均享有申购费率1折优惠。

3、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工商银行，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

及流程以工商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 易会满

客服电话 95588 客服电话 95588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重要提示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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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参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

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4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心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加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8年

8月27日起,银华心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794，以下简称“本基金” ）参加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 费率优惠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广发证券申购或定投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

二、 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自2018年8月27日起，本基金参加广发证券费率优惠活动。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广

发证券及本公司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三、 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1、通过广发证券办理本基金申购业务，享有申购费率为“1折” 的优惠费率,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

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本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通过广发证券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优惠为原费率

的四折且优惠后不低于0.6%，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0.6%，则按 0.6%�执行；原申购费

率低于（或等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标准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

按照标准费率执行。

3、此优惠活动仅限场外前端模式，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广发证券最新公告信息为

准。

4、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广发证券，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

及流程请以广发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5、广发证券各地代销网点及联系方式以广发证券的公告为准。

6、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客服电话 95575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http://www.gf.com.cn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4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旗下部

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

商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18年8月27日起，增加包商银行为我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代

销机构。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务开通具体情况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申购、赎

回业务

是否开通定期定

额投资

是否开通转换

业务

1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基金份额

000286 是 是 是

2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000194 是 是 是

3

银华瑞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005481 是 是 否

4

银华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05498 是 是 是

5

银华瑞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005544 是 是 是

6

银华逆向投资灵活配置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729 是 否 是

注：银华逆向投资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为定期开放式基金，每三个月开

放一次，目前处于封闭期。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本基金在开放期内办理申

购、赎回及转换业务。 具体开放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公告为准。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大街6号

法定代表人 李镇西

客服电话 95352 网址 www.bsb.com.cn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4日

股票代码：

002239

证券简称：奥特佳 公告编号：

2018-077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

法轮候冻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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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3日通过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奥控股” ）及实际控制人王进飞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

法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是第一大股

东

及一致行动

人

冻结数量

（股）

冻结开始日 冻结到期日

司法轮候冻结执行

人

名 称

本次司法冻结占其

所持有股份比

例

帝奥控股 是 501,013,167

2018年8月

20日

2021年8月19

日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

法院

98.47%

王进飞 是 506,045,049

2018年8月

20日

2021年8月19

日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

法院

100%

合 计

1,007,058,

216

——— ——— ——— 99.23%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帝奥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508,813,167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6.25%；累计被质押股数为499,836,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96%，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的98.24%；累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501,013,1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的98.47%；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股数为501,013,1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的98.47%。

截至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王进飞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506,045,04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6.16%；累计被质押股数为506,014,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6%，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的99.99%；累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506,045,0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6%，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的100%； 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股数为506,045,04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16%，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经公司询问，帝奥控股及王进飞先生目前尚未收到与本次司法轮候冻结相关的法

律文书、通知文件，所涉法律纠纷尚无法确认，本公司无法获悉本次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

的具体原因和详细内容； 公司督促帝奥控股及王进飞先生积极沟通处理本次股份被冻结

事宜，争取尽快解除股份冻结。

2、截至目前，帝奥控股及王进飞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未

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若未来帝奥控股及王进飞先生冻结股份被司法处置，则

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目前，公司存在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公司将与帝

奥控股及王进飞先生保持沟通， 督促其提供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2239

证券简称：奥特佳 公告编号：

2018-078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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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3日收到王艳妍

女士、周觅先生辞职的书面报告。 因个人原因，王艳妍女士决定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职务；周觅先生决定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

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王艳妍女士、周觅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公司将尽快增选董事两名，使公司的董事人数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人数一致。

公司董事会对王艳妍女士及周觅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3139

证券简称：康惠制药 公告编号：

2018-031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

GMP

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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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药品GMP证书》，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GMP证书相关信息

企业名称：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陕西省咸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彩虹二路；陕西省咸阳市四号路北段1号；陕西省咸

阳市高新开发区高新路

认证范围：1、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合剂、茶剂（含中药前处理及提取）；2、胶囊剂、颗粒剂、片剂

（含中药前处理及提取）；3、胶囊剂、颗粒剂、洗剂、酊剂、搽剂。

有效期至：2023年08月20日

证书编号：SN20180291

二、生产线和涉及产能及品种

本次《药品GMP证书》认证车间为固体车间、液体车间、中药前处理及提取车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生产线名称 设计产能 代表产品

1 片剂生产线 3.8亿片/年 复方双花片、坤复康片

2 胶囊剂生产线 5.5亿粒/年 坤复康胶囊、丹青胶囊、骨刺胶囊

3 颗粒剂生产线 1亿袋/年 枣仁安神颗粒、喘泰颗粒、消银颗粒

4 合剂生产线 1000万瓶/年 乳核内消液

5 茶剂生产线 750万袋/年 结石通茶

6 洗剂生产线 260万瓶/年 复方清带灌注液

7 酊剂生产线 30万瓶/年 顽癣净

8 搽剂生产线 200万瓶/年 骨质宁搽剂

9 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生产线 1500吨/年 -

三、主要产品的市场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分类 功能主治 市场同类产品情况

1 复方双花片 中药

清热解毒，利咽消肿。 用于风热外感、风热乳蛾。 症

见发热，微恶风，头痛，鼻塞流涕，咽红而痛或咽喉

干燥灼痛，吞咽则加剧，咽扁桃体红肿，舌边尖红苔

薄黄或舌红苔黄，脉浮数或数。

独家生产品种。

2 坤复康片 中药

活血化瘀，清利湿热。 用于气滞血瘀，湿热蕴结之

盆腔炎，症见带下量多，下腹疼痛等症。

全国获得该产品生产批文的企业

有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在田药业有限公司等3家。

3 坤复康胶囊 中药

活血化瘀，清利湿热。 用于气滞血瘀，湿热蕴结之

盆腔炎，症见带下量多，下腹疼痛等症。

独家生产品种。

4 丹青胶囊 中药

清热凉血,养血活血,祛风止痒。 用于治疗寻常型

银屑病进行期,冬季型,症属血热或兼血瘀证。 症

见皮肤红斑、鳞屑、浸润肥厚、瘙痒、心烦、口渴或口

干、便秘、溲黄等。

独家生产品种。

5 骨刺胶囊 中药

散风邪,祛寒湿,舒筋活血,通络止痛。用于颈椎、胸

椎、腰椎、跟骨等骨关节增生性疾病,对风湿、类风

湿性关节炎有一定疗效。

全国获得该产品生产批文的企业

有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扬

州中惠制药有限公司等3家。

6

枣仁安神颗

粒

中药

补心养肝，安神益智。 用于心肝血虚，神经衰弱引

起的失眠健忘，头晕，头痛。

全国获得该产品生产批文的企业

有陕西海天制药有限公司、台州南

峰药业有限公司等9家。

7 喘泰颗粒 中药

宣肺定喘，益肾祛痰。 用于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

表寒里热证。 症见呼吸急促，喉中哮鸣，胸胁胀满，

咳而不爽，吐痰粘稠，或见形寒，身热，烦闷，身痛，

口渴等。

独家生产品种。

8 消银颗粒 中药

清热凉血，养血润燥，祛风止痒。 用于血热风燥型

白疵和血虚风燥型白疵。 症见皮疹为点状，基底鲜

红色，表面覆有银白色鳞屑，或皮疹表面覆有较厚

的银白色鳞屑，较干燥，基底淡红色瘙痒较甚等。

独家生产品种。

9

复方清带灌

注液

中药

清热除湿， 杀虫止痒。 主治妇女湿热下注型带下，

症见阴痒灼痛、带下量多、味臭、呈泡沫状、豆渣样

或色黄如脓，舌苔黄腻，脉数等。 用于霉菌性、滴虫

性、非特异性阴道炎见上述症状者。

独家生产品种。

10 结石通茶 中药

利尿消炎，通淋镇痛，止血化石。 用于泌尿系感染，

膀胱炎，肾炎水肿，尿路结石，血尿，淋沥浑浊，尿管

灼痛。

全国获得该产品生产批文的企业

有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2家。

11 乳核内消液 中药

疏肝活血，软坚散结。 用于经期乳胀痛有块，月经

不调或量少色紫成块及乳腺增生。

全国获得该产品生产批文的企业

有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孙思邈高新制药有限公司等19

家。

12 顽癣净 中药

祛风止痒，保湿杀虫。用于手癣，脚癣，股癣，体癣等

各种皮肤癣症。

全国获得该产品生产批文的企业

有杭州苏泊尔南洋药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天辰药业有限公司、国药集

团中联药业有限公司等4家。

13 骨质宁搽剂 中药

活血化瘀、消肿止痛。 用于骨质增生引起的功能性

障碍、软组织损伤及各种肿胀、酸胀、麻木疼痛等。

全国获得该产品生产批文的企业

有陕西摩美得气血和制药有限公

司、 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等7

家。

注：以上基本资料来源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为原有《药品GMP证书》到期后的再认证，上述生产线通过GMP认证并获发《药品GMP证

书》，表明公司相关生产线满足新版GMP相关要求。 本次获得药品GMP证书，有利于公司继续保持稳

定的生产力，满足市场需求，保证药品的生产质量。 由于医药行业受到经济形势、政策指引及市场环境

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传动 公告编号：

2018-090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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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08月23日收到

控股股东朱堂福先生的通知，朱堂福先生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

购补充质押的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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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堂福 是 12,037,156

2018年08月

22日

2019年08月

23日

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5.46%

股票质押式

回购补充质

押

合 计 12,037,156 5.46%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堂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0,334,400股（其中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为165,250,8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51.39%；本次补充质押股份12,

037,156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46%，占公司总股本的2.81%；其累计质押公司

股份114,2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1.83%，占公司总股本的26.63%。

三、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的风险

控股股东朱堂福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本次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其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未来其股份变

更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将严格遵守权益披

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东兴证券客户成交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资料；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8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44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政府进口贴息项目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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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持有57.65%股份的控股子公司南京中

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板显示）于2018年8月17日获得进口贴息项目补助287万

元人民币。 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商务部办公厅关于2018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进口贴息事项中央企业项目补助明细的通

知》（商办财函[2018]210号），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

子）收到了财政部下发的关于进口贴息事项的资金，其中含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板显示人民币287万

元。 中国电子于2018年8月17日拨付给平板显示。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

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

外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将上述政府补助确认为与收益相关，在当月

确认为当期损益，计入其他收益。

3、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将会增加公司税前利润287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获得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006

证券简称：联明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36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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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3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联明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明集团” ）关于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办理了补充质押的通

知。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补充质押的具体情况

1、2017年11月2日， 联明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25,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0%）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质押期限为1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27）。

2018年2月12日，联明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7,5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0%）

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质押期限为2018年2月12日至2018年10月18日。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股权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

2018年8月22日，联明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2,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4%）

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质押期限为自2018年8月22日至2018年10月18日。 本次质押

是对前述两次联明集团办理的股权质押的补充质押，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完毕。

2、截至本公告日，联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14,589,588股（其中112,989,586股为限售流通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9.57%。 联明集团本次补充质押后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77,73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67.83%，占公司总股本的40.41%。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联明集团本次股权质押主要用于前两次股权质押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联明集团资信状

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本次质押风险在可

控范围之内，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根据质押合同，本次质押设置预警线和平仓线，若质押

股票股价下跌，联明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追加股票质押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60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79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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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马红菊女士的通知， 获悉其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延期购回手续，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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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质押到期日

期

延期后质押到

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马 红 菊 是 1,362.00 2017.8.22 2018.8.22 2019.8.22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8.39%

个人

融资

合计 - 1,362.00 - - - - 18.39% -

注： 上表中股份初始质押及补充质押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24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9）、2018年6月21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0)。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马红菊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74,047,488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7.25%，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合计60,080,000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81.14%，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00%。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