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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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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58号公司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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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17,7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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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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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京运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冯焕

培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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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亲自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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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698,802 99.9998 1,500 0.0002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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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出售资产的议

案》

4,851,846 99.9690 1,500 0.031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宏继、韩洪敬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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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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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闻泰科技” ）、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在北京市签署《资产

收购协议》，公司将持有的合肥广合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99.9986%的财产份额转让

给闻泰科技，交易对价为127,097.16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10月25日刊登

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临

2018-057）。

二、进展情况

2018年12月26日，经公司财务部门确认，公司银行账户收到了第一笔交易价款人民币

12,709.716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出售资产事宜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分别于2019年2月18日、2019年3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本次出售资产事宜本公司需要履

行的审批程序已全部履行完毕。

三、风险提示

闻泰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还需要获得闻泰科

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以及其他为完成交易所必需的由第三方或包括中国证监会在内

的境内外政府机关做出的同意、批准、授权、登记或备案。上述报批程序能否获得相关备案、

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备案、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关于闻泰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相关进展，请

投资者关注闻泰科技后续公告。

公司将及时公告本次出售资产的后续进展。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基金经理王洋恢复履行职务的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旗下天治稳健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350006）和天治可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代码：000080、

C类代码：000081）的基金经理王洋女士已结束休假，自2019年3月5日起恢复履行基金

经理职务。

上述事项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7日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住所变更的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住所变更日期 2019年3月4日

变更前基金管理人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63号前海企业公馆21栋A单元2-3层

变更后基金管理人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桂湾五路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对冲基金中心209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次公司住所变更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7日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暂停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旗下

基金相关销售业务的公告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自 2019�

年3月7日起暂停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景基金” ）办理本公司旗下

基金的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等业务。已通过钱景基金购买本公司基金的投资

者，当前持有基金份额的赎回业务不受影响,对处于封闭运作期的基金，投资者可在相关

基金赎回业务开放期内通过钱景基金办理赎回业务。

上述暂停办理的销售相关业务的恢复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8号1号楼11层B-1108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联系人：高静

客服热线：400-893-6885

网址：www.qianjing.com

2.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7818

网址：www.westlead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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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

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

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

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7日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鹏扬添利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基金合作销售

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投证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决定自2019年3月8日起

销售鹏扬添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可到中投证券办理鹏扬添利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业务。 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中投证券的规定为

准。

基金合作销售机构名称 上线产品 基金代码 业务种类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鹏扬添利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A/C

006832（A类）、

006833（C类）

募集期内认购业务，成立并开

放后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等

业务

特别提示：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26日为鹏扬添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认购期。 本公司可根据基金销售情况在募集期限内适当调整基金发售时间，并及时公告。

具体业务办理流程、规则请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

一、 咨询途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32

网址：www.china-invs.cn

2.�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68-6688

网址：www.pyamc.com

二、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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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敬请投资人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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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部分提前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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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于2019年3月5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苏恩本先生提前回购其质押的公司部分股份并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苏恩本先生于2018年2月5日将其持有的204.00万股（除权前，除权后为285.6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5354%）限售流通股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

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2月5日，购回交易日为2020年7月20日，

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13）。 2019年2月26日，苏恩本先生补充质押172.00万股，详见公司于2019年

2月28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17）

2019年3月5日，苏恩本先生将上述457.6万股质押股份办理了提前购回，并相应办理

了股票质押解除手续，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2.460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苏恩本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349.5006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9.5108%，本次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累计质押1,112.8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15.1412%，占公司总股本的5.9824%。

特此公告。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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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消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及注销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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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于2019年3月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取消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及注销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的议案》，同意公司取消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及注销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8日、2018年1月3日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二类医疗

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可从事医疗器械买卖活动。 证书信息如下：

（一）《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苏宁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565号

发证部门：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经营范围： 批发：III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不含植入类产

品），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不含植入类产品及塑形角膜接触镜），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 （诊断试剂需低温冷藏运输贮

存），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6医用高分

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

（二）《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备案号：苏宁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0002号

发证部门：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经营范围：批发：II类：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30医用X射线设备，6831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及附件，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诊断试剂需低温冷藏运输贮

存），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58医用冷疗、低

温、冷藏设备及器具。

二、取消及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未从事上述证书批准的医疗器械买卖活动，上述证书未给公司带

来收益，公司暂不考虑从事上述证书批准的医疗器械买卖活动，目前正常生产经营已取得

生产许可证及一系列产品注册证。 上述证书的取消（注销）不影响公司现有临床检验分析

仪器及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销售，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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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类

医疗器械注册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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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于2019年3月5日向江苏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原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药监局” ）提交了二类医疗器械

产品拟上市注册的行政许可申请，并收到省药监局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受理号：苏药监

受通2019023040086-87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受理通知书》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拟上市注册的行政许可

产品名称：

1、肝肾功能四联检测试剂盒（干式化学分析法）

2、同型半胱氨酸/肌酸激酶同工酶/心肌肌钙蛋白I/肌红蛋白四合一检测试盒（干式化

学分析法+干式免疫荧光法）

注册分类：Ⅱ类

受理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

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该申请审批期限为93个工作日，从2019年3月6日开始。

二、产品相关情况

1、肝肾功能四联检测试剂盒（干式化学分析法）用于临床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血浆

或全血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肌酐和尿素的含量。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的测定可用于急性及慢性肝病的早期诊断及危险分层和监测。

而肌酐和尿素检测能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的损害程度，同时是确定慢性肾功能不全治疗措

施的重要依据。将肝肾功能指标联合检测对于预防及治疗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具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

2、同型半胱氨酸/肌酸激酶同工酶/心肌肌钙蛋白I/肌红蛋白四合一检测试剂盒（干式

化学分析法+干式免疫荧光法）用于临床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血浆或全血中肌酸激酶同

工酶（CK-MB）、心肌肌钙蛋白I（cTnI）、肌红蛋白（Myo）和同型半胱氨酸（Hcy）的含

量。 其中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心肌肌钙蛋白I（cTnI）和肌红蛋白（Myo）都是重

要的心肌梗死标志物，而同型半胱氨酸（Hcy）的代谢异常导致的Hcy血症也是动脉粥样

硬化和血栓形成等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故测定Hcy水平也已成为患心脑血

管疾病的预测指标之一。四者联合检测可提高诊断的特异性、敏感性，被认为是提高心梗早

期诊断和早期启动治疗的有利途径，本试剂盒结合心电图及临床症状、体征，可用于急性心

肌梗死、不稳定型心绞痛、急性心肌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等的临床早期辅助诊断。

国内外关于上述两类产品主要以湿式检测为主，干式检测的产品较少，相比湿式检测

过程，干式检测更加方便，且可应用于便携式的小型仪器。 截止目前，公司已对上述产品投

入研发费用约166万元（未经审计）。

三、风险提示

本次申报注册获得省药监局形式审查受理后，仍需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审

评中心技术审评，审评在各阶段所需的时间和结果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能否顺利

取得上述产品注册证有待于省药监局的最终审评结论。 因此，公司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

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本次申报注册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002839

证券简称：张家港行 公告编号：

2019-007

转债代码：

128048

转债简称：张行转债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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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录、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961,9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45%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2016年12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50号）的核准，江苏张家港农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行” ）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180,760,000股，并于2017年1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总股本1,626,766,665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807,526,665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

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6名自然人股东，共计持有限售股4,961,943股，锁定

期为自所持公司股份登记在股东名册之日36个月内，将于2019年3月11日起上市流通。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为1,807,526,665股， 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954,092,676股。

二、公司上市至今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上市至今未发生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事项。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1）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自2013年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新增股东一共166名，均已做出如下承诺：自所持

公司股份登记在股东名册之日/法院判决生效之日/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其不通过包括但

不限于签署转让协议、进行股权托管等任何方式，减少其所持有或者实际持有的公司股份；

亦不通过由公司回购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等方式， 减少其所持有或者实际持有的公司

股份（注：该166名新增股东中，以外部自然人股份性质新入股东，其遵守自登记至股东名册

之日起的36个月锁定承诺，部分通过法院司法裁定方式新入股东，其遵守自法院判决生效之

日起的36个月锁定承诺；以内部职工股性质新入股东，其遵守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的锁定承

诺）。 综上，该166名新增股东中，黄炜等6名自然人股东对于前述自登记至股东名册之日起

36个月锁定承诺已届满，故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苗晓楠等110名外部自然人股东已分别

于2018年1月24日、3月27日、5月2日、6月4日、6月25日、7月31日、8月28日、9月28日、10月26

日、11月30日以及2019年1月2日、1月28日先后申请解除股份限售， 其余50人尚在锁定承诺

期中，将于未来两年内分批解禁。 (备注：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6名股东为自2013起至招股书

签署日新增外部自然人股东，共135名，其中已有110名股东分别于2018年1月24日、3月27

日、5月2日、6月4日、6月25日、7月31日、8月28日、9月28日、10月26日、11月30日以及2019年

1月2日、1月28日先后申请解除限售，其余19人将陆续在未来两年内分批解禁。 )

（2）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做出的限售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一致，除

上述承诺，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其他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自然人股东黄炜、李思嘉、马薇于2016年2月5日登记于张家

港行股东名册，自然人股东陈玉明于2016年3月3日登记于张家港行股东名册，自然人股东

吴早荣于2016年3月4日登记于张家港行股东名册，自然人股东黄阳于2019年3月10日登记

于张家港行股东名册，上述自然人股东股份在册时间均已达36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限售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发生

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东类别汇总

股东类别 户数 锁定承诺 备注

法人股东 14

自上市之日起36个

月

其中1户为2013起至招股书签署日新增法人股东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一户

1

自上市之日起36个

月

IPO初始登记时， 法人股股东中国有股履行转持社保理事基金义务，故

上市后新增一家全国社保理事基金， 承继原6家国有法人股东承诺，锁

定期为自上市之日起的36个月，持有股份数为18076000股

原始外部自然人股东 1,255

自上市之日起12个

月

按《公司法》法定承诺

自2013起至招股书签署

日新增外部自然人股东

135

自登记至股东清册

之日/法院裁定之

日起36个月且满足

上市之日起12个月

的法定承诺

自2013起至2015年1月24日新增股东共有55名， 该55名股东限售承诺

期满解禁，将与原始外部自然人股东同时解禁，其余人员将陆续在未来

两年内分批解禁。

内部职工股（5万以上） 781

自上市之日起36个

月

其中10人为2013起至招股书签署日新增内部职工股东

内部职工股（5万以下） 71

自上市之日起36个

月

其中20人为2013起至招股书签署日新增内部职工股东

首发时持有本行股份的

外部董监事

4

自上市之日起36

个月

合计 2,261

注：新增166名股东构成为：1户法人+135名外部自然人股东+10名（5万以上新增内部职工）+20名（5万以下新增内部职工）=166名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4,961,9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45%。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6人。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股）

备注

1 黄炜 1,165,491 1,165,491

2 李思嘉 180,000 180,000

3 马薇 1,165,491 1,165,491

4 陈玉明 1,117,800 1,117,800

5 黄阳 167,670 167,670

6 吴早荣 1,165,491 1,165,491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申请解除

限售的黄炜等六名股东名称与招股说明书中所列示的名称一致。公司确保本次申请解限人

数及所持股份真实、准确、完整，本次解除限售股东与首发时股东做出的承诺严格一致。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338,934,180 0 338,934,18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37,228,052 0 437,228,052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77,930,444 -4,961,943 172,968,501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54,092,676 -4,961,943 949,130,733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853,433,989 4,961,943 858,395,93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53,433,989 4,961,943 858,395,932

股份总额 1,807,526,665 0 1,807,526,665

七、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后认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

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保荐代表人保证本次申请解限人数及所持股份

真实、准确、完整，确保本次解除限售股东与首发时股东做出的承诺严格一致。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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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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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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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苏州东方汇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东方汇富” ）直接持有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2,

52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0%，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20,800股；张辉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1,116,9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41,904股。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日，东方汇富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数量过半；张

辉先生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时间及数量过半。 在此期间，东方汇富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

方式减持511,0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减持总金额为12,928,446.35元；张辉先生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11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减持总金额为3,220,973.1元。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苏州东方汇富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2,520,800 2.50% IPO前取得：2,520,800股

张辉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1,116,904 1.11% IPO前取得：1,116,904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苏州东方汇富创业

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511,

019

0.51%

2019/2/18

～2019/3/5

集中竞价交

易

24.05-2

7.31

12,928,

446.35

2,009,

781

1.99%

张辉

118,

000

0.12%

2019/2/25

～2019/3/5

集中竞价交

易

25.90-2

8.66

3,220,

973.1

998,

904

0.99%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东方汇富、张辉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

持行为，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

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减持人承诺

要求情况等情形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稳定性，也存在是否按

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公司及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7日

证券代码：

603679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07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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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9年3月4日、3月5

日、3月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公司关注到券商研报已将公司归入5G概念股，本公司暂无5G方面相关产品合同及

营业收入。

●经公司核实，董事及高管张辉先生于2018年11月13日发布了减持股份计划公告，计

划于2018年12月5日至2019年6月3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80,000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告编号2018-058；苏州东方汇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

方汇富” ）于2019年1月10日发布了减持股份计划公告，计划于2019年1月15日至2019年7

月12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020,8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编号

2019-004。截至本公告日，东方汇富减持数量过半，张辉先生减持时间及数量均已过半，具

体内容详见《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9-006）。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9年3月4日、3月5日、3月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不存在重大调整，生产成本

和销售不存在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经自查，并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者市场传闻，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补充、更正之处。

（四）经公司核实，董事及高管张辉先生于2018年11月13日发布了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计划于2018年12月5日至2019年6月3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80,000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告编号2018-058；苏州东方汇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

汇富”）于2019年1月10日发布了减持股份计划公告，计划于2019年1月15日至2019年7月12

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020,8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告编号2019-004。 截

至本公告日，东方汇富减持数量过半，张辉先生减持时间及数量均已过半，具体内容详见《四

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7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

鼎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天基金” ）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2019年3月7日起，在天天基金办理

华夏鼎利债券A（002459）、华夏鼎利债券C（002460）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 投资者办理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具体流程、规则以及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遵

循华夏鼎利债券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天天基金的有

关规定。 天天基金的业务办理状况请遵循其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天天基金客户服务电话：400-181-8188；

天天基金网站：www.1234567.com.cn；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一览表》进行查询，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情况的信息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

基金定期定额开通状况一览表》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50

五年持有

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

FOF

）新增发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

书》、《华夏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份额发

售公告》，华夏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以下简

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6891）自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3月22日期间通过基金份额发

售机构公开发售。

根据本公司与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 ）签署的代销协议，

投资者可自2019年3月7日起，在中投证券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以中投证

券的相关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中投证券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008、95532；

中投证券网站：www.china-invs.cn；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风险提示：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为养老目标日

期基金，适合预计退休日期为2045年-2054年的投资者购买。“养老”的名称不代表收益保

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本基金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投资者须理解养老目标日期

基金仅作为完整的退休计划的一部分，完整的退休计划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以及

个人购买的养老投资品等。 因此本基金对于在退休期间提供充足的退休收入不做保证，并

且，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随市场波动，即使在临近目标日期或目标日期以后，本基金仍然

存在基金份额净值下跌的可能性， 从而可能导致投资人在退休或退休后面临投资损失，请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按照相关法规规定，本基金投资于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商品基金（含商品

期货基金和黄金ETF）等品种的比例合计原则上不超过80%，因此投资人最短持有期限不

短于五年。在基金份额的五年持有期到期日前（不含当日），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对该基金

份额提出赎回申请；基金份额的五年持有期到期日起（含当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该基

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将面临在五年持有期到期前不能赎回基金份额的风

险。 因基金管理人根据华夏目标日期型基金下滑曲线模型计算本基金下滑曲线，当经济情

况、技术升级、人口结构等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时，相关的输入参数会发生改变，基金管理人

会根据以上影响因素的变化相应调整下滑曲线。

本基金资产投资于港股，会面临港股通机制下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

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港股市场股价波动较大的风险（港股市场实行T+0回

转交易，且对个股不设涨跌幅限制，港股股价可能表现出比A股更为剧烈的股价波动）、汇

率风险（汇率波动可能对基金的投资收益造成损失）、港股通机制下交易日不连贯可能带

来的风险（在内地开市香港休市的情形下，港股通不能正常交易，港股不能及时卖出，可能

带来一定的流动性风险）等。 本基金可根据投资策略需要或不同配置地市场环境的变化，

选择将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港股或选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港股，基金资产并非必然投资

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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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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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

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双利增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

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民生银行” ） 签署的销售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

2019年3月7日起， 摩根士丹利华鑫双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

000024/C类000025，以下简称“本基金” ）增加中国民生银行为销售机构。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办理

自2019年3月7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及其他相关业务。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

1）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10元，具体最低扣款金额还须遵循中国民生

银行规定。 投资者可与中国民生银行约定每期扣款金额。

2）投资者可与中国民生银行约定每期扣款日期，若扣款日非基金交易日，则顺延到

下一交易日。

2、具体业务办理程序请遵循中国民生银行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中国民生银

行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本公司可能因故暂停各基金的申购业务，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也可能同时暂停，届时具体开放时间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三、基金转换业务

转换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四、业务咨询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68

网址：www.cmbc.com.cn

2、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8

网址：www.ms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三月七日

浦银安盛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3月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中短债

基金主代码 00643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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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钟明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大巍

任职日期 2019-3-6

证券从业年限 9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9

过往从业经历

刘大巍先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2010年至2014年曾在万家基金、泰信基金工作，

先后从事固定收益研究、基金经理助理、债券投资经理等工作。 2014年4月加盟浦银安盛

基金公司，从事固定收益专户产品的投资工作。 2016年8月转岗至固定收益投资部担任基

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19121

浦银安盛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3-5-16 -

519123

浦银安盛季季添利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6-14 -

519566 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市场基金 2014-3-25 -

519128

浦银安盛月月盈定期支付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4-12-5 -

519320

浦银安盛幸福聚利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5-4 -

003534 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 2016-11-7 -

519330

浦银安盛盛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7-3-21 -

004800

浦银安盛盛通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7-12-28 -

006404

浦银安盛盛融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8-12-12 -

004126

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2016/8/16 20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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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

记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

备案。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