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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2018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632,679,668.47 6,188,828,116.75 23.33%

营业利润 815,548,080.68 1,517,748,711.05 -46.27%

利润总额 1,264,994,032.95 1,916,619,595.01 -3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7,783,344.95 1,620,582,427.47 -35.35%

非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注) 1,536,434,805.19 1,408,706,561.26 9.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9 0.76 -35.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8% 28.12% -10.5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488,825,800.54 9,160,137,685.38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6,012,298,088.89 7,016,770,210.85 -14.32%

股本 2,124,870,253.00 2,148,110,844.00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83 3.27 -13.38%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公司采用非公认会计原则调整后的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作为一个补充性的指标来衡量公司实际经营业绩。非公认会计原则

净利润采用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因并购重组形成的业绩补偿及相关商誉

减值、偶发的股权投资处置税后收益和股权激励费计算得出。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32,679,668.47元，同比增长23.33%；实现营业利

润815,548,080.68元， 同比下降46.27%； 实现利润总额1,264,994,032.95元， 同比下降

34.0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47,783,344.95元，同比下降35.35%；实现

非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1,536,434,805.19元，同比增长9.07%；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49元/

股，同比下降35.47%。

公司2018年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主营业务发展良好，经营业绩实现较大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32,679,668.47元，同比增长23.33%，公司实现非

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1,536,434,805.19元，同比增长9.07%，主要得益于公司在手机游戏

发行业务和自主研发业务两方面的增长。

1）手机游戏发行业务

报告期内，受益于《鬼语迷城》、《屠龙破晓》、《一刀传世》等新游戏上线表现良好，

《永恒纪元》、《大天使之剑H5》等自研产品在日本、港澳台和越南等海外新地区的发行，

以及《永恒纪元》、《大天使之剑H5》和《仙灵觉醒》等老产品在已上线地区稳定的流水表

现，公司手机游戏发行业务流水实现大幅增长，手机游戏业务营业收入同比2017年度增长

约70%；预计2019年第一季度国内手机游戏业务营业收入将持续提升，预计环比增长37%

以上，市场占有率将稳步提升；

2）自主研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业务继续发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一方面不断

推出新的自研产品，2018年度新上线自主研发手机游戏产品《屠龙破晓》、《一刀传世》等

都取得了较高的流水；另一方面贯彻精品战略，持续对老产品进行打磨，大幅提升老产品对

公司盈利的贡献。 报告期内， 2016年上线的手机游戏《永恒纪元》、2017年上线的手机游

戏《大天使之剑H5》、《传奇霸业手游》和2014年上线的页游产品《传奇霸业页游》、《大

天使之剑》等自研精品在已发行地区保持稳定流水，持续为公司贡献利润；《永恒纪元》和

《大天使之剑H5》在日本、港澳台和越南等海外新地区上线发行，流水表现良好；报告期

内，由于自主研发游戏收入占比的提升，公司整体毛利率有所增长。

2、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利润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因子公司上海墨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墨鹍” ）业绩承

诺未达标确认了相关的业绩补偿收益及商誉减值损失。报告期内，因受到版号限制、游戏行

业增速整体下滑等原因的影响，公司子公司上海墨鹍研发和发行进度不达预期，导致其主

要游戏在2018年第四季度未能上线并产生收入及利润， 使得上海墨鹍的经营业绩低于预

期，公司对上海墨鹍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导致公司2018年度的利润下降。 本次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后，公司因收购上海墨鹍股权事项形成的商誉剩余502,349.23元。

3、股权处置减少对利润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股权处置收益大幅低于2017年度，主要是由于2017年公司处置了上海

喆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及上海极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股权确认了税后投资收益199,

561,658.81元，而2018年无大额投资处置收益，公司利润相对有所下降。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8,488,825,800.54元，同比下降7.33%。 总资产下降的主要原因

为公司对上海墨鹍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所致。

报告期末，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012,298,088.89元， 同比下降

1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下降的主要原因为：1、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子公

司江苏极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20%少数股权冲减了资本公积1,248,120,566.34元；2、公

司于2018年年内实施了两次权益分派，导致未分配利润减少424,974,050.60元。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3）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00,000万元至115,

0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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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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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公司本次配股方案已经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2019年2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

定公司配股价格的议案》。 本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

1797号文件核准。

2、本次配股简称：贵研配股；代码：700459；配股价格：10.38元/股。

3、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9年2月21日（T+1日）至2019年2月27日（T+5日）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4、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19年2月28日（T+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网上清算，公司股票继续停牌，2019年3

月1日（T+7日）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5、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2019年2月18日

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相关内容。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及面值：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元。

2、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2019年2月20日（股权登记日，T日）收市后贵研铂业

股本总数339,271,065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份数

量101,781,319股，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采取网上定价方式发行， 配股代码

“700459” ，配股简称“贵研配股”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3、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本次配股中其可配售股份。

4、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10.38元/股。

5、募集资金数量：预计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5亿元（含发行费用）。

6、发行对象：截至2019年2月20日（T日）上交所收市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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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研铂业全体股东。

7、发行方式：

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8、承销方式：代销。

9、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日 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T-2日 2019年2月18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配股

发行公告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T-1日 2019年2月19日 网上路演

T日 2019年2月20日 股权登记日

T+1日至T+5日

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2月

27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全天停牌

配股提示性公告（5次，网上网

下配股截止于T+5日15:00）

T+6日 2019年2月28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验资

T+7日 2019年3月1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正常交易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

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

的退款日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本次配股发行的股权登记日及缴款期，香港联交所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日是一致的，不会因两个交易所的交易日不一致给投资者带来

损失。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

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2019年2月21日（T+1日）起至2019年2月27日（T+5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

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配股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指定交

易的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配股代码“700459” ，配股简称“贵研

配股” ，配股价10.38元/股。

原股东认购配股，配股数量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量乘以配售比例（0.3），可认购

数量不足 1�股的部分，上交所根据有关规则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

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股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

小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

获得的可配股票数量加总与可配股票总数量一致。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

公司，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售股

份不足1股的部分，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

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股东可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查看“贵研配股”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

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和保荐人联系方式

1、发行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俊梅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988号

董事会秘书：刚剑

证券事务代表：陈国林

电话：0871-68328190

传真：0871-68326661

2、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联系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电话： 020-87555297

传真： 020-87555850

特此公告。

发行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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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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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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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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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江北区荪湖路666号富邦荪湖山庄 荪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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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24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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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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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世豪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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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毛磊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徐大卫先生出席会议；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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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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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40,462 99.9998 100 0.0002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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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40,562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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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40,462 99.9998 100 0.0002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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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40,562 100.00 0 0.00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选举张世豪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5,119,359 99.8578 是

5.02

选举张琳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85,119,352 99.8578 是

5.03

选举王宗辉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5,119,352 99.8578 是

5.04

选举徐云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85,119,352 99.8578 是

5.05

选举王开拓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5,119,352 99.8578 是

5.06

选举赵绍满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5,119,355 99.8578 是

6.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6.01

选举毛磊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85,119,355 99.8578 是

6.02

选举陈世挺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85,119,352 99.8578 是

6.03

选举胡力明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85,119,352 99.8578 是

7.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7.01

选举林琪为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85,119,354 99.8578 是

7.02

选举陈翔为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85,119,352 99.857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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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于对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11,673,619 99.9991 100 0.0009 0 0.00

5.01

选举张世豪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1,552,516 98.9617

5.02

选举张琳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1,552,509 98.9616

5.03

选举王宗辉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1,552,509 98.9616

5.04

选举徐云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1,552,509 98.9616

5.05

选举王开拓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1,552,509 98.9616

5.06

选举赵绍满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1,552,512 98.9617

6.01

选举毛磊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1,552,512 98.9617

6.02

选举陈世挺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1,552,509 98.9616

6.03

选举胡力明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1,552,509 98.9616

7.01

选举林琪为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11,552,511 98.9617

7.02

选举陈翔为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11,552,509 98.961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

1、 议案1、2均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 议案组5、议案组6、议案组7均为累积投票议案，各子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进

行表决，均已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施敏、何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5日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阳光人寿为代销机构并开

通定期定额投资及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阳光人寿”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及相关合作协议，经协商，自2019年2月

27日起，我公司旗下兴银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份额：000741；B类份额：000740，

简称“兴银货币” ）、兴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1937，简称“兴银现金增

利” ）、兴银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4121，简称“兴银现金添利” ）、兴银现

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3525，简称“兴银现金收益” ）、兴银稳健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575，简称“兴银稳健” ）、兴银瑞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001960，简称“兴银瑞益” ）、兴银朝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94，

简称“兴银朝阳” ）、兴银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628，简称“兴银收

益增强” ）、兴银长乐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46，简称“兴银

长乐定开债” ）、 兴银长盈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4123， 简称

“兴银长盈定开债” ）、兴银长益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122，

简称“兴银长益定开债” ）、兴银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339，

简称 “兴银鼎新灵活配置” ）、 兴银丰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1474，简称“兴银丰盈灵活配置” ）、兴银大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001730， 简称“兴银大健康” ）、 兴银兴银消费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4456，简称“兴银消费新趋势灵活配置” ）、兴银丰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146，简称“兴银丰润混合” ）、兴银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份额：006545；C类份额：006546，简称“兴银中短债” ）新增阳光人寿为代

销机构。

同时，为向客户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金融服务，我公司旗下兴银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339，简称“兴银鼎新灵活配置” ）、兴银丰盈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474，简称“兴银丰盈灵活配置” ）、兴银大健康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30，简称“兴银大健康” ）、兴银兴银消费新趋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456，简称“兴银消费新趋势灵活配置” ）、兴

银丰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146，简称“兴银丰润混合” ）、兴银

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份额：006545；C类份额：006546，简称“兴银

中短债” ）在阳光人寿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一、自2019年2月27日起，投资者可通过阳光人寿办理上述17只基金的开户、认购/申

购等业务。 投资者在阳光人寿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其具体规定。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一）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兴银丰盈灵活配置 001474

2 兴银消费新趋势灵活配置 004456

3 兴银大健康 001730

4 兴银鼎新灵活配置 001339

5 兴银丰润混合 005146

6 兴银中短债

A类份额：006545

C类份额：006546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金额限制

投资者可以与阳光人寿约定上述基金的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100元，累计申购限额（如有）详见各基金的相关公告。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业务流程

投资人可在阳光人寿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请办理程序及交易规则遵循阳

光人寿的相关规定。 具体扣款方式以阳光人寿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四）各基金的申购费率、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费）及详细情况请参见《基 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及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申购费费用优惠活动

（一）优惠活动方案

自2019年2月27日起，投资者通过阳光人寿网上申购及定投上述17只基金，申购费率

享有1折优惠，具体以阳光人寿活动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阳光人寿，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阳

光人寿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一）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10

公司网站：fund.sinosig.com

（二）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6326

公司网站：www.hf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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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应 认真阅读上述各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2月26日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蚂蚁基金为代销机构

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及参与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与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蚂蚁基金”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及相关合作协议，经与蚂蚁基金协商，

自2019年2月27日起，我公司旗下兴银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545，简

称“兴银中短债A” ；基金代码：006546，简称“兴银中短债C” ）、兴银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001575，简称“兴银稳健” ）、兴银朝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1794，简称“兴银朝阳” ）、兴银瑞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60，简称

“兴银瑞益” ）、兴银长乐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46，简称“兴

银长乐定开债” ）、兴银长盈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123，简称

“兴银长盈定开债” ）、兴银长益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122，

简称“兴银长益定开债” ）、兴银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339，

简称“兴银鼎新灵活配置” ）、兴银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628，简

称“兴银收益增强” ）、兴银丰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474，简称

“兴银丰盈灵活配置” ）、兴银大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30，

简称 “兴银大健康” ）、 兴银消费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4456，简称“兴银消费新趋势灵活配置” ）、兴银丰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005146）新增蚂蚁基金为代销机构。

同时，为向客户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金融服务，部分基金在蚂蚁基金开通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

一、自2019年2月27日起，投资者可通过蚂蚁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等

业务。 投资者在蚂蚁基金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其具体规定。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一）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兴银中短债A 006545

2. 兴银中短债C 006546

3. 兴银稳健 001575

4. 兴银朝阳 001794

5. 兴银瑞益 001960

6. 兴银鼎新灵活配置 001339

7. 兴银收益增强 003628

8. 兴银丰盈灵活配置 001474

9. 兴银大健康 001730

10. 兴银消费新趋势灵活配置 004456

11. 兴银丰润灵活配置 005146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金额限制

投资者可以与蚂蚁基金约定上述基金的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10元，且每期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费）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在各基金相关公告或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所规定的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费），累计申购限额（如有）详见各基

金的相关公告。

（三）定期定额投资费率

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四）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业务流程

投资人可在蚂蚁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请办理程序及交易规则遵循蚂

蚁基金的相关规定。 具体扣款方式以蚂蚁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五）各基金的申购费率、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费）及详细情况请参见《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及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申购费费用优惠活动

（一）优惠活动方案

自2019年2�月27日起，投资者通过蚂蚁基金申购及定投上述代销的13只基金，申购费

率享有折扣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蚂蚁基金活动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蚂蚁基金，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蚂

蚁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一）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766-123

公司网站：www.fund123.cn

（二）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00-96326

公司网站：www.hf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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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上述各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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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理财产品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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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部赎回募集资金理财项

产品10,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2018年8月17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了盛京银行大连星海支行

“盛京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 该存款计划到期日为2019年2月15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60%，具体情况详见公司编号[2019]-067号公告。

近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该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本金人民币10,000万元，取得的

收益为人民币2,329,777.78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4.61%，上述理财产品的本金和收益已

全部收回。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318

证券简称：派思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8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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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37号）核准，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或“派思股份”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0,107,277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0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23,399,964.85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20,039,642.28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3,360,322.57

元。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普天健会计师” ）已于2017

年11月6日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会验字[2017]5221号”《验资

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的规定，2017年11

月6日，公司与子公司鄂尔多斯市派思能源有限公司、孙公司山东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及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 ）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

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

发区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托克旗支行分

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在上述7家银行开立募集资金

专户，相关信息如下：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955088004895590037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7501007880180000037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 41190252711066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支行 3576018800050289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 21206006001800001791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1186600000003103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托克旗支行 0539310104000926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支行 35760188000524748

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用于鄂尔多斯

一期110*104NM3/d天然气液化工厂建设项目的， 存放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募集资

金本息余额全部转存至新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并注销上述原有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在盛京银行大连星海支行新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为：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盛京银行大连星海支行 0660500102000006841

具体详见公司2018年8月17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新增及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5）。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截至2019年2月25日， 公司已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等6个募集专户全部

资金及利息共202,971.17元全部转入盛京银行大连星海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情况如

下：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9550880048955900375 118,008.9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75010078801800000372 35,748.9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 411902527110666 24,071.3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支行 35760188000502890 11,632.3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 212060060018000017915 7,238.4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11866000000031036 6,271.13

合计 - 202,971.17

鉴于上述6个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

续，并将账户注销事宜通知了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上述账户注

销后，公司同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注销账户对应的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软件园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19-031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资金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之现金对价支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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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盛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472号），该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标的

资产交付与过户、新增股份登记与上市等相关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公司将根据募集配套资

金的发行工作，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先行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8,313,428.04元（第一批41,313,632.14元，本次66,

999,795.90元）支付完成了本次交易的全部现金对价，待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后再行置换前

述自有资金。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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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核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向盛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472号），在

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批复后，公司及时组织实施本次事项所涉及的各项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交易的标的资产交

付与过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与上市等相关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公司已经

以自有资金向刘志远、曾文钦、盛建强、张文琴、范凯、韩炳刚、姜华、朱丽双、刘强、荣晨羽、

施常富、刘国洪、陈霞、刘东、徐兵、刘家沛、韩宏川、侯彦伶、袁永川、刘道德、赵健恺、杨润、

雷雨等23名交易对方支付41,313,632.14元的现金对价，向盛杰、李成惠、龙成国、李东、曾

健、佟子枫、任红军、徐珮璟、曹洋等9名交易对方支付66,999,795.90�元的现金对价，共计

支付现金对价108,313,428.04元。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情况

2018年4月9日，成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控科技” ）就资产过户事

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85419150B），必控科技已经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

的公司名称为“成都必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原必控科技盛杰等32名股东持有的必控科

技68.1546%股份已全部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并办理完毕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必控科

技变更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必控科技99.8998%的股权。

二、验资情况

2018年4月10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新增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进行了审验，出具了“致同验字（2018）第320ZA0002号”

《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8年4月9日，公司已收到盛杰等人缴纳的新增注册

资本合计人民币10,332,187.00元， 盛杰等人以其持有的必控科技68.1546%的股权出资，

必控科技已于2018年4月9日办妥相关股权转让变更手续。

三、新增股份登记上市情况

公司已向盛杰等人发行股份10,332,187股， 该股份已于2018年4月11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并于2018年4月19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四、现金对价支付情况

第一批现金对价41,313,632.14元已支付完成， 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部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现金

对价的公告》。 本次现金对价66,999,795.90元支付完成后，公司支付完成交易的全部现金

对价。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署的《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盛杰等成都必

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2名股东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四）》和《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盛杰等成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2

名股东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五）》的约定，并经

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向刘志远、曾文钦、盛建强、张文琴、范凯、韩炳刚、

姜华、朱丽双、刘强、荣晨羽、施常富、刘国洪、陈霞、刘东、徐兵、刘家沛、韩宏川、侯彦伶、袁

永川、刘道德、赵健恺、杨润、雷雨等23名交易对方支付41,313,632.14元的现金对价，以自

有资金先行向盛杰、李成惠、龙成国、李东、曾健、佟子枫、任红军、徐珮璟、曹洋等9名交易对

方支付66,999,795.90�元的现金对价，共计支付现金对价108,313,428.04元。 公司将待配

套募集资金发行实施后再行置换前述自有资金。 支付现金对价情况如下：

第一批支付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必控科技股

权比例

交易作价（元）

以发行股份方式支

付对价（元）

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元）

1 刘志远 8.28% 38,090,029.91 26,663,020.94 11,427,008.97

2 曾文钦 1.42% 6,524,371.10 6,255,447.62 268,923.48

3 盛建强 1.28% 5,900,548.50 - 5,900,548.50

4 张文琴 1.26% 5,799,245.23 - 5,799,245.23

5 范凯 1.03% 4,727,485.98 3,309,240.19 1,418,245.79

6 韩炳刚 1.00% 4,595,351.28 3,216,745.90 1,378,605.38

7 姜华 0.97% 4,457,343.93 - 4,457,343.93

8 朱丽双 0.88% 4,037,449.21 - 4,037,449.21

9 刘强 0.81% 3,732,071.23 3,732,071.23 -

10 荣晨羽 0.80% 3,664,535.72 2,565,175.00 1,099,360.72

11 施常富 0.60% 2,767,487.91 1,937,241.54 830,246.37

12 刘国洪 0.48% 2,202,245.02 1,541,571.52 660,673.51

13 陈霞 0.43% 1,996,702.15 647,460.04 1,349,242.12

14 刘东 0.27% 1,247,938.85 873,557.19 374,381.65

15 徐兵 0.24% 1,108,463.33 513,857.17 594,606.16

16 刘家沛 0.23% 1,064,418.43 745,092.90 319,325.53

17 韩宏川 0.19% 880,898.01 616,628.61 264,269.40

18 侯彦伶 0.18% 844,193.93 359,700.02 484,493.91

19 袁永川 0.16% 734,081.67 513,857.17 220,224.50

20 刘道德 0.13% 609,287.79 426,501.45 182,786.34

21 赵健恺 0.08% 367,040.84 256,928.59 110,112.25

22 杨润 0.07% 308,314.30 215,820.01 92,494.29

23 雷雨 0.03% 146,816.33 102,771.43 44,044.90

合计 20.82% 95,806,320.65 54,492,688.52 41,313,632.14

第二批支付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必控科技股

权比例

交易作价（元）

以发行股份方式支

付对价（元）

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元）

1 盛杰 36.08% 165,976,894.27 116,183,825.99 49,793,068.28

2 李成惠 2.65% 12,207,778.24 6,857,056.92 5,350,721.32

3 龙成国 1.67% 7,696,112.27 5,387,278.59 2,308,833.68

4 李东 1.44% 6,624,353.03 4,637,047.12 1,987,305.91

5 曾健 1.39% 6,393,851.38 4,475,695.97 1,918,155.41

6 佟子枫 1.32% 6,072,323.61 4,250,626.53 1,821,697.08

7 任红军 1.23% 5,652,428.89 3,956,700.22 1,695,728.67

8 徐珮璟 0.96% 4,416,235.35 3,091,364.75 1,324,870.61

9 曹洋 0.58% 2,664,716.48 1,865,301.53 799,414.94

合计 47.32% 217,704,693.52 150,704,897.62 66,999,795.90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