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06

■ 2019年4月9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731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

2019-026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新增自营门店情况

简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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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1号———上市公司从事珠宝相关业

务》要求，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公司3月份新增自

营门店概况披露如下：

序

号

门店名称 所在地区 开设时间 经营形式 面积（m2）

投资金额（万

元）

主要商品类别

1

北京翠微百货公主

坟店

华北 3月29日 自营 100 573

钻石镶嵌、精品黄

金

注：总投资金额为计划投资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装修、道具及固定资产等。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576

证券简称：祥源文化 公告编号：临

2019-026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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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8日，公司接到股东杭州旗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杭州旗吉” ）关于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提前购回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2019年4月4日，杭州旗吉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购回交易委托书》，将其

分别于2018年6月15日、2018年6月20日以及2018年10月12日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1,924,570股、2,500,000股、5,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合计9,424,570股无限

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2%）进行了提前购回，并已办理完成相关手续。

截止目前，杭州旗吉持有公司股份总计为33,632,3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3%，其

中质押股份为12,882,4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8%。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002259

证券简称：

ST

升达 公告编号：

2019-033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四川证监局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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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3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 ）《关于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

问询函》（川证监【2019】第1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收到问询函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将问询函涉及相关事项书面材料报送四川证监局，抄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1日和2019年4月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自收到问询函后，公司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由于问询函涉及的

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补充、核查和完善，涉及部门较多，回复问询函工作量较大。 截至目前，相关工作

尚未完成。 为确保问询函回复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经公司已向四川证监局申请就本次问询函延

期回复，公司将尽快回复并及时披露。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公告信息均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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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

2019-016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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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收到《中国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

关于杜红艳任职资格的批复》（湘银保监复 [2019]168号）、《中国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

关于郑超愚任职资格的批复》（湘银保监复[2019]169号）及《中国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

关于张颖任职资格的批复》（湘银保监复[2019]170号），核准杜红艳担任本行董事的任

职资格，核准郑超愚、张颖担任本行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杜红艳、 郑超愚、 张颖的简历详见本行于2018年1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603679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12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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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成都华体空港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空港智慧” ）于2019年4月8日收到中标通知书，空港智慧为成都市双流区智慧城市（智慧路

灯）建设项目特许经营权及投资建设招标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的中标人，本次项目中标公告是《四川

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003）的进展公告，项目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成都市双流区智慧城市（智慧路灯）建设项目特许经营权及投资建设招标项目

（二）招标人：成都市双流区城市管理局

（三）中标人：成都华体空港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市华体灯具制造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四）中标金额：本项目建设估算投资不低于29901.70万元；特许经营权出让金621万元；项目范围内所

有路灯的加权平均路灯维护单价345元/柱/年；项目范围内现状路灯残值报价215万元。

（五）项目建设期：（1）第一期实施时间约6个月，与项目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后6个月内完成。实

施双楠大道、牧华路、丛桂街等48条道路智慧路灯改造共计5168柱，实施充电桩安装共计72个，实施显示屏

631个，实施井盖和桥梁检测系统安装。（2）第二期实施时周期为2年，具体实施时间为2019年9月-2021年8

月。 其中2019年9月-2020年8月实施双华路，成双路等道路（小区）智慧路灯改造共计8761柱（含预备改造

路灯），实施显示屏安装375个，2019年9月-2021年8月实施充电桩安装共计86个。 （3）其中涉及第十八届

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区域范围内的路灯及相关设施建设必须在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并通过验收。

特许经营期：本项目特许经营年限为15年（含建设期）。

（六）本项目中标人为联合体，联合体牵头单位为空港智慧，联合成员为成都市华体灯具制造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成都市华体灯具制造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如果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正常实施，将对公司智慧路灯业务发展及市场拓展产生积极作用，对公司

未来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且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空港智慧尚未与招标人即成都市双流区城市管理局签订正式合同，项目总金额、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

定性，具体内容以与招标人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601011

证券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2019-027

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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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12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9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8年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通过网络在线交流的方式召开公司2018年度业绩说明会，让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利润分配及发展战略等情况。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19年4月12日（星期五）15:00-16:00

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裁马庆先生，董事、副总裁秦怀先生，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李飙先生，董事、副总裁

兼董事会秘书王维舟先生将于广大投资者进行网络在线交流。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15:30前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提出

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在2019年4月12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互联网直接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维舟、唐晶

电 话：0464-2915999、2919908

传 真：0464-2915999、2919908

邮 箱：wwz0451@163.com、475542078@qq.com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九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8660

证券简称：传艺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2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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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通知：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通知已于2019年3月16日以公告形式发布。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08日（星期一）下午1: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8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9年4月7日15:00至2019年4月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股权登记日：2019年4月1日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高邮市凌波路33号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伟民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161,946,14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5.360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160,395,0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73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551,1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26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1,551,14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2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551,1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260％。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883,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4％；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62,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8,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707％；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293％。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结果，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946,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1,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结果，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946,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1,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结果，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883,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4％；反对62,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8,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707％；反对62,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2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结果，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946,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1,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结果，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946,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1,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结果，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946,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1,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结果，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946,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1,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结果，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946,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1,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结果，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2019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946,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1,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根据投票结果，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在经营范围中增加经营项目以及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946,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1,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传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08日

关于泰康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参加部分销售机构认购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人对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

金”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基金”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诺亚正行”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金所基金”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长量”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兰德” ）、上海凯石财富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石财富”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理财

网” ）、乾道盈泰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道盈泰” ）、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泰诚财富” ）、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斧子”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米基金”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视天下” ）、北京汇成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成基金”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利得” ）、北京肯

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肯特瑞基金” ）、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基煜基

金”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安财富”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泰基金”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华财富”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金”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丰基金” ）、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上富信” ）、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金信” ）、一路

财富（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路财富”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蛋

卷基金”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基金”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武汉伯嘉” ）、上海有鱼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鱼基金” ）、南京途牛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途牛基金”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财富”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商基金”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赢基金” ）、深圳前海凯恩斯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凯恩斯” ）和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鼎耀华” ）协商

一致，泰康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904，以下简称“本基金” ）参加上述销售机

构认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 优惠活动

1、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天天基金页面公示为准。

2、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电子

交易平台认购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好买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3、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同花顺基金认

购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同花顺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4、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诺亚正行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诺亚正行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5、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陆金所基金认

购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陆金所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6、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上海长量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上海长量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7、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新兰德认购本

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新兰德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8、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凯石财富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凯石财富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9、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金牛理财网认

购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金牛理财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10、 乾道盈泰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乾道盈泰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乾道盈泰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11、 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泰诚财富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泰诚财富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12、 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金斧子认购本

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金斧子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13、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盈米基金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盈米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14、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晟视天下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晟视天下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15、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汇成基金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汇成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16、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上海利得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上海利得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17、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投资者通过肯特瑞基金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可享受认购费率1折优惠。 原认

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享受优惠。

18、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基煜基金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基煜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19、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济安财富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济安财富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20、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联泰基金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联泰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21、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通华财富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通华财富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22、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可享受认购费率1折优惠。 原认购

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享受优惠。

23、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投资者通过奕丰基金认购本基金，其认购费率享有最低一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

以奕丰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原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享受优惠。

24、 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投资者通过格上富信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可享受认购费率1折优惠。 原认购

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享受优惠。

25、 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凤凰金信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凤凰金信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26、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一路财富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一路财富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27、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投资者通过蛋卷基金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可享受认购费率1折优惠。 原认购

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享受优惠。

28、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投资者通过苏宁基金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可享受认购费率1折优惠。 原认购

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享受优惠。

29、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武汉伯嘉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武汉伯嘉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30、 上海有鱼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有鱼基金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有鱼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31、 南京途牛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途牛基金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途牛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32、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嘉实财富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嘉实财富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33、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民商基金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民商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34、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攀赢基金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攀赢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35、 深圳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投资者通过前海凯恩斯办理上述基金的认购业务，可享受认购费率1折优惠。 原

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享受优惠。

36、 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4月15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唐鼎耀华认购

本基金，享有认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唐鼎耀华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二、 特别提示

1、 各销售机构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该销售机构所有。

2、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如上述优惠活动调整，本公司及

各销售机构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3、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

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的风险提示。

三、 咨询方式

1、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2、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3、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773-772

网址：www.5ifund.com

4、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5、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6、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2899

网址：www.erichfund.com

7、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1188

网址：http://8.jrj.com.cn/

8、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433-389

网址：www.vstonewealth.com

9、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909-998

网址：www.jnlc.com

10、 乾道盈泰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88-080

网址：www.qiandaojr.com

11、 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411-999

网址：www.haojiyoujijin.com

12、 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30-0660

网址：www.jfzinv.com

13、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网址：www.yingmi.cn

14、 北京晟视天下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8-8866

网址：www.shengshiview.com

15、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9-9059

网址：www.hcjijin.com

16、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21-7755

网址：www.leadfund.com.cn

17、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个人业务：95118；企业业务：400-088-8816

网址：http://fund.jd.com

18、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5369

网址：www.jiyufund.com.cn

19、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3-7010

网址：www.jianfortune.com

20、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18-1188

网址：www.66liantai.com

21、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6-95156

网址：www.tonghuafund.com

22、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6-788-887

交易网站：www.zlfund.cn

门户网站：www.jjmmw.com

23、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84-0500

网址：www.ifastps.com.cn

24、 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66-8586

网址：www.igesafe.com

25、 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0-5919

网址：www.fengfd.com

26、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01-1566

网址：www.yilucaifu.com

27、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61-8518

网址：https://danjuanapp.com/

28、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77

网址：www.snjijin.com

29、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27-9899

网址： www.buyfunds.cn

30、 上海有鱼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60907378

网址：www.youyufund.com

31、 南京途牛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999-999转3

网址：http://jr.tuniu.com/

32、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21-8850

网址：www.harvestwm.cn

33、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50206003

网址：www.msftec.com

34、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68889082

网址：www.pytz.cn

35、 深圳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4-8688

网址：www.keynesasset.com

36、 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9-9868

网址：www.tdyhfund.com

3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1895522

网址：www.tkfunds.com.cn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9日

关于泰康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开展直销电子交易系统认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本公司决定

自2019年4月15日起，对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基金直销电子交易系统（含网上交易、泰康保手机客户端交

易及“泰康资产微基金” 微信公众号交易，下同）认购泰康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

006904，以下简称“本基金” ）开展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

通过本公司基金直销电子交易系统认购指定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泰康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904）

三、优惠活动

1、通过本公司基金直销电子交易系统，使用直联通道下银行卡（包括：招商银行卡、工商银行卡、建设银

行卡和民生银行卡）、使用通联通道下的银行卡（包括：招商银行卡、交通银行卡、工商银行卡、农业银行卡、

中国银行卡、建设银行卡、中信银行卡、光大银行卡、民生银行卡、广发银行卡、兴业银行卡、邮储银行卡、浦

发银行卡、平安银行卡、上海银行卡）、使用银联通通道下的银行卡（包括：中国银行卡、浦发银行卡、南京银

行卡、青岛银行卡和邮储银行卡），享受各申请金额所对应的认购费率5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0.60%，

则按照0.60%计算认购手续费；原认购费率不高于0.60%的，按原费率收取；

2、根据本公司2016年12月27日发布的《关于直销电子交易平台开通汇款交易业务并开展汇款支付方

式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通过本公司基金直销网上交易系统认购本基金，并使用银行汇款的方式（含个人

网上银行转账方式）将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指定直销银行专户，优惠认购费率为所认购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中原认购费率的10%（注：银行汇款手续费由投资者承担）。

3、根据本公司2016年12月27日发布的《关于直销电子交易平台开通预约交易、赎回转认购业务并开展

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通过本公司基金直销网上交易系统预约赎回转认购或赎回转认购功能认购本

基金，优惠认购费率为所认购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原认购费率的10%。

4、 如发生基金认购比例配售， 则该笔认购委托适用最终确认金额所对应的基础认购费率及实际折扣

率；

5、 上述优惠不适用于根据招募说明书收取固定认购费用的情形， 即原认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

的，仍按照原费率执行。

6、根据本公司2018年3月21日发布的《关于暂停直销电子交易系统中国农业银行卡部分功能的服务提

示》及2018年4月23日发布的《关于暂停直销电子交易系统招商银行卡部分功能的服务提示》，通联通道下

的农业银行卡及招商银行卡目前暂停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等扣款业务，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 持有该

卡的投资者可使用上述其他银行卡认购本基金。

四、重要提示

1、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tkfunds.com.cn）或客户服务电话400-18-95522咨询相

关情况。

3、本公司有权对基金认购费率优惠活动进行调整并公告，具体事项以届时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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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投资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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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002790

证券简称：瑞尔特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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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暨公司目

前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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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尔特”或“公司” ）于2019年4月8日收到股东罗远良

先生、王兵先生、张剑波先生、邓光荣先生（以下合称“四位股东” ）提交的《关于解除一致行动的通知函》。

四位股东经友好协商于2019年4月8日签署《关于解除一致行动的协议》，四位股东的一致行动协议于2019

年4月8日终止并同时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及其履行情况

四位股东于2012年5月19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并于2015年6月21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书补

充协议》替代《一致行动协议书》。 四位股东约定并承诺，在瑞尔特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事宜决策等

诸方面保持一致行动，对瑞尔特的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决策事项依法行使投票权及决策权保持一致，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决定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非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3、审议批准董事会报告；

4、审批批准监事会报告；

5、审议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6、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7、对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8、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9、对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决议；

10、修改章程；

11、对聘用、解聘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12、决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13、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14、其他应由股东大会决定的事项。

同时，四位股东约定并承诺，除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中行使一致提案权、

表决权。

截至本公告日为止，在上述协议有效期间内，四位股东严格遵守约定。四位股东均充分遵守了关于一致

行动的约定和有关承诺，各方未发生违反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形。

二、一致行动协议解除情况

四位股东经友好协商和沟通，于2019年4月8日签署《关于解除一致行动的协议》，四位股东的一致行动

协议于2019年4月8日终止并同时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

四位股东将各自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瑞尔特公司章程的规定,� 依照自身意愿独立行使股东

及董事权利,�履行股东及董事义务；就瑞尔特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的表决事项,�独立行使表决权。

三、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2019年3月29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及其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职务

1 罗远良 32,640,000 12.75% 担任董事长

2 王兵 32,640,000 12.75% 担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3 张剑波 32,640,000 12.75% 担任董事、总经理

4 邓光荣 32,640,000 12.75% 担任董事、副总经理

5 王伊娜 7,680,000 3% /

6 庞愿 7,680,000 3% /

7 张爱华 7,680,000 3% /

8 傅文明 7,680,000 3% /

9 罗金辉 6,720,000 2.63% /

10 谢桂琴 5,760,000 2.25% /

11 邓佳 5,760,000 2.25% /

四位股东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任何一位股东均无法凭借其所持股权单独对公司的股东大会决

议、董事会决议和重大经营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任意一人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都无法达到对

公司实际控制的要求，公司将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本次四位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各自承诺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财

务独立和资产完整；上市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

产权等方面仍保持独立。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解除一致行动的协议》；

2、《关于解除一致行动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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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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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尔特”或“公司” ）于2019年4月8日收到股东罗远良

先生、王兵先生、张剑波先生、邓光荣先生（以下合称“四位股东” ）提交的《关于解除一致行动的通知函》。

四位股东经友好协商于2019年4月8日签署《关于解除一致行动的协议》，四位股东的一致行动协议于2019

年4月8日终止并同时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从而导致本次股东权益发生变动。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原因

股东罗远良先生、王兵先生、张剑波先生、邓光荣先生于2012年5月19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产生

一致行动关系，共同拥有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四位股东于2015年6月21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补充协议》

替代《一致行动协议书》，并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且共同拥有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四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130,56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

股东罗远良先生、王兵先生、张剑波先生、邓光荣先生于2019年4月8日签署《关于解除一致行动的协

议》，上述《一致行动协议书补充协议》终止履行，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四位股东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四

位股东各自分别持有公司股份32,640,000股，各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75%。

2、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四位股东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未发生任何变化，但所持股份不再合并计算。 四位

股东将各自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瑞尔特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各自意愿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事项独立行使提案权、表决权，各自分别独立行使股东权利及董事权利,� 履行股东义务

及董事义务。

3、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四位股东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任何一位股东均无法凭借其所持股权单独对公司的股东大会决

议、董事会选举和重大经营决策实施决定性影响，任意一人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都无法达到对

公司实际控制的要求，公司将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本次四位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各自承诺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财

务独立和资产完整；上市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

产权等方面仍保持独立。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四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前，四位股东具有一致行动关系，是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公司职务

1 罗远良 32,640,000 12.75% 董事长

2 王兵 32,640,000 12.75%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3 张剑波 32,640,000 12.75% 董事、总经理

4 邓光荣 32,640,000 12.75% 董事、副总经理

合计 130,560,000 51% -

2、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四位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其各自

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均保持不变。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公司职务

1 罗远良 32,640,000 12.75% 董事长

2 王兵 32,640,000 12.75%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3 张剑波 32,640,000 12.75% 董事、总经理

4 邓光荣 32,640,000 12.75% 董事、副总经理

三、备查文件

股东罗远良先生、王兵先生、张剑波先生、邓光荣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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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孙

公司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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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24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孙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水滴投资有

限公司，拟出资10000美元，在新加坡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孙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3）于2019年1月25日发

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并同时刊登公告于中国证

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全资孙公司已完成设立登记，并取得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ACRA）颁发的公司注册证书。

基本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AQUATIZ� INVESTMENT� PTE.LTD.

2、公司注册号：201911103W

3、公司注册日期：2019年4月5日

4、公司类型：PTE.LTD.（私人有限公司）

5、注册资本：10000美元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7、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8、公司住所：100� Jalan� Sultan� #08-08� Sultan� Plaza� Singapore�（199001）

9、经营范围：

Activities� of� head� and� regional� head� offices; � Centralised� administrative� offices� and�

subsidiary� management� offices.

总部和区域总部的活动；集中管理办事处及子公司管理办事处。

Wholesale� trade� of� a� variety� of� goods� without� a� dominant� product.

除了主导产品外的各种产品的批发贸易。

三、备查文件

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ACRA）颁发的公司注册证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