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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及部分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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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解除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的剩余限售股份和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之非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1、 解除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的剩余限售股份5,186,720股，解除限售股东共计1名，即解除夏曙东所持限售股份5,

186,720股。

2、 解除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非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份106,565,428股，解除限售股东共计4

名。 分别是：

（1） 解除芜湖建信鼎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所持限售股份61,891,206股。

（2） 解除芜湖宇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限售股份19,586,535股。

（3） 解除芜湖宇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限售股份19,586,535股。

（4） 解除北京慧通联合科技有限公司所持限售股份5,501,152股。

本次合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111,752,1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2%。

以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4月23日（星期二）。

一、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和股本变动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千方科技” ）2015年非公开发行新股前股本总额为505,507,719

股。 2015年11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58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4,364,240股新

股，公司向共计9家/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46,680,497股，发行价格为38.56元/股，于2015年

12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除夏曙东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以外，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

期为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6年12月17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本次发行股票及解锁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2015年权益分派实

施后（股）

限售期限 备注

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520,746 15,041,492 12个月 已解除限售

2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927,385 9,854,770 12个月 已解除限售

3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27,385 9,854,770 12个月 已解除限售

4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927,385 9,854,770 12个月 已解除限售

5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05,394 11,410,788 12个月 已解除限售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05,399 11,410,798 12个月 已解除限售

7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5,446,058 10,892,116 12个月 已解除限售

8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4,927,385 9,854,770 12个月 已解除限售

9 夏曙东 2,593,360 5,186,720 36个月

未解除限售，本次

解除限售

合计 46,680,497 93,360,994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公司总股本由505,507,719股增至552,188,216股。

2016年5月10日，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股本552,188,216股，公司总股本增至1,104,376,432股。

公司于2017年11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17年11月28日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18年3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核准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456号），核准公司向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杭州交智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交智科技” ）92.0435%的股权。 具体发行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量

（股）

限售期限 备注

1

北京千方集团有限

公司

137,336,276 42个月

（1） 因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锁

定期从36个月延长至42个月；

（2）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未解除限售

2

芜湖建信鼎信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61,891,206 12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

3

芜湖宇昆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9,437,816

12个月、24个

月、36个月

（1） 分三期解锁，12个月解锁19,586,535股，24个月

解锁13,578,561股，36个月解锁16,272,720股；

（2）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本次解除限售第一期的19,586,535股

4

芜湖宇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9,437,816

12个月、24个

月、36个月

（1） 分三期解锁，12个月解锁19,586,535股，24个月

解锁13,578,561股，36个月解锁16,272,720股；

（2）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本次解除限售第一期的19,586,535股

5

北京慧通联合科技

有限公司

13,885,302

12个月、24个

月、36个月

（1）分三期解锁，12个月解锁5,501,152股，24个月解

锁3,813,729股，36个月解锁4,570,421股；

（2）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本次解除限售第一期的5,501,152股

6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8,752,372 36个月 未解除限售

7 屈山 7,573,477 36个月

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未解除限售

8 张兴明 10,097,970 36个月

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未解除限售

9 张鹏国 13,884,511 36个月

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未解除限售

10 王兴安 1,851,347 36个月

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未解除限售

11 林凯 1,851,347 36个月

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未解除限售

12 王玉波 1,851,347 36个月

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未解除限售

13 刘常康 1,430,532 36个月

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未解除限售

14 闫夏卿 1,430,532 36个月

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未解除限售

15 李林 1,430,532 36个月

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未解除限售

16 张浙亮 1,093,960 36个月

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未解除限售

合计 363,236,343 - -

注：1、上述交易对方股票来源于其通过参与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而取得的股份。

2、芜湖建信鼎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建信鼎信” ，芜湖宇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宇昆

投资” ，芜湖宇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宇仑投资” ，北京慧通联合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慧通联合”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新增股份363,236,343股，发行后公司股本为1,467,612,775股，注册资本增至1,467,612,775元。

本次增资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3月23日出具致同验字（2018）第110ZC0090号《验资报告》

予以验证。 2018年4月13日，本次新增363,236,343股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及相关议案，并经2018年11月30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于2018年11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向于

晓等449人授予限制性股票19,627,000.00股，授予价格为每股6.17元，由于14人放弃认购，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人数为

435人，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19,013,000.00股。 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19,013,000.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1,486,625,775.00元。 本次增资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12月19日出具致同验字（2018）

第110ZC0310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本次不解除限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486,625,775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645,350,946股。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 夏曙东承诺情况

（1） 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夏曙东承诺：其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

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2） 公司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夏曙东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12个月内，不转让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于2015年12月17日上市，夏曙东以现金认购股份2,593,360股，自2015年12月17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股份因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追加承诺，锁定期延长至2019年4月13日。期间各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后，该部分股份调整为5,186,720股。

夏曙东为公司现任董事长、总经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除了高管锁定承诺以及上述限售承诺以外，夏曙东不存在其

他股份限售承诺。

2、 建信鼎信、宇昆投资、宇仑投资、慧通联合承诺情况

（1） 股份锁定承诺

序号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锁定时间 承诺锁定期限

1 建信鼎信

根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建

信鼎信承诺认购的股票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8年4月13日 12个月

2 宇昆投资

根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宇

昆投资获得49,437,816股， 其中9,

887,563股36个月内不得转让；39,

550,253股12个月内不得转让，按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分期解锁。

2018年4月13日

（1） 分三期解锁，12个月解锁

19,586,535股，24个月解锁13,

578,561股，36个月解锁 16,

272,720股；

（2）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

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3 宇仑投资

根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宇

仑投资获得49,437,816股， 其中9,

887,563股36个月内不得转让；39,

550,253股12个月内不得转让，按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分期解锁。

2018年4月13日

（1） 分三期解锁，12个月解锁

19,586,535股，24个月解锁13,

578,561股，36个月解锁 16,

272,720股；

（2）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

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4 慧通联合

根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慧

通联合获得13,885,302股，12个月

内不得转让，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分

期解锁。

2018年4月13日

（1） 分三期解锁，12个月解锁

5,501,152股，24个月解锁 3,

813,729股，36个月解锁4,570,

421股；

（2）需标的公司实现业绩

承诺或履行补偿义务

（2） 盈利预测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宇昆投资、宇仑投资、慧通联合作为业绩承诺人承诺，交智

科技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及2020年度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

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2,300万元、40,400万元、50,400万元及60,400万元；据此测算交智科技截至2017年末、2018年

末、2019年末、2020年末累计承诺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数分别为32,300万元、72,700万元、123,100万元、183,500万元。

同时各方确认，若未来上市公司筹划、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导致标的公司和/或宇视科技分摊了额外的管理费用所产生

的影响，将从业绩承诺中相应剔除。

（3） 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1）宇昆投资

公司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定向增发股票于2018年4月13日上市，宇昆投资获得49,437,816股。

宇昆投资于2016年12月、2017年1月分别取得标的公司部分权益，截至其于2018年4月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其拥有标

的公司权益的时间超过12个月，因此，宇昆投资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39,550,253股股份自2018年4月13日起12个月内不

得转让，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分期解锁。

宇昆投资于2017年10月取得标的公司部分权益，截至其于2018年4月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其拥有标的公司权益的时

间不足12个月，因此，宇昆投资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9,887,563股股份自2018年4月13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宇仑投资

宇仑投资解锁数量与宇昆投资一致。

3）慧通联合

公司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定向增发股票于2018年4月13日上市，慧通联合获得13,885,302股。

慧通联合于2017年1月取得标的公司权益，截至其于2018年4月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其拥有标的公司权益的时间超过

12个月，因此，慧通联合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2018年4月13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分期解锁。

4）建信鼎信

公司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定向增发股票于2018年4月13日上市，建信鼎信获得61,891,206股。

建信鼎信于2016年12月取得标的公司权益，截至其于2018年4月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其拥有标的公司权益的时间超

过12个月，因此，建信鼎信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2018年4月13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3、 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交易对手方对

置入资产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19)第110ZA4047号。

交智科技2018年度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43,933.34万元，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44,

160.04万元。 截至2018年末，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累计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80,956.94万元，交易对手方承诺的累

计业绩金额为72,700.00万元，实际完成的金额超过累计承诺金额8,256.94万元，实现了业绩承诺。

因此，宇昆投资、宇仑投资、慧通联合无需向公司实施业绩补偿，其通过非公开发行获得的股份第一期解锁条件已经

满足。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均严格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票对应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满足解锁条件。

4、 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4月23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11,752,1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5名。

4、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有股份数量（股）

所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股）

1 夏曙东 319,590,408 239,692,806 5,186,720

2

芜湖建信鼎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61,891,206 61,891,206 61,891,206

3

芜湖宇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9,437,816 49,437,816 19,586,535

4

芜湖宇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9,437,816 49,437,816 19,586,535

5 北京慧通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13,885,302 13,885,302 5,501,152

合计 494,242,548 414,344,946 111,752,148

注：1、夏曙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319,590,408股，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夏曙东

所持有限售股份数量239,692,806股，分别是高管锁定股234,506,086股，首发后限售股5,186,720股，本次解除首发后限

售股5,186,720股后，将按照其所持股份总数的75%进行高管锁定。

2、芜湖建信鼎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本次解除限售股61,891,206股后，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处于流通状态。

3、芜湖宇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解除限售股19,586,535股后，其持有的15,600,000股处于流通状

态，其持有的3,986,535股处于质押状态。

4、芜湖宇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解除限售股19,586,535股后，其持有的15,600,000股处于流通状

态，其持有的3,986,535股处于质押状态。

四、 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45,350,946 43.41% -111,752,148 -7.52% 533,598,798 35.89%

1、国家持股 8,752,372 0.59% 8,752,372 0.59%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636,598,574 42.82% -111,752,148 -7.52% 524,846,426 35.30%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250,097,210 16.82% -44,674,222 -3.01% 205,422,988 13.82%

境内自然人持股 324,510,158 21.83% -5186720 -0.35% 319,323,438 21.48%

境外自然人持股 100,000 0.01% 100,000 0.01%

基金理财产品等 61,891,206 4.16% -61,891,206 -4.1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41,274,829 56.59% 111,752,148 7.52% 953,026,977 64.11%

1、人民币普通股 841,274,829 56.59% 111,752,148 7.52% 953,026,977 64.11%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它

三、股份总数 1,486,625,775 100.00% 1,486,625,775 100.00%

五、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限售承诺；

2、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发行前所做

出的承诺的情形，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独立财务顾问对千方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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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冻结数据表；

5、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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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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4月18日—2019年4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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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

月18日15：00至2019年4月19日15：00。 ）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32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文才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564,338,78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736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465,521,8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02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98,816,9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709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1,238,43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0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874,3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64,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21％。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

所的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63,984,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62,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弃权29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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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3,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3671％；反对6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305％；弃权29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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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024％。

2.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63,984,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62,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弃权29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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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3,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3671％；反对6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305％；弃权29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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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024％。

3.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63,984,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62,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弃权29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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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3,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3671％；反对6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305％；弃权29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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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024％。

4.审议通过议案4《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63,974,6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5％；反对71,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7％；弃权29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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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74,3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000％；反对7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976％；弃权29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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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024％。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3,984,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反对62,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弃权29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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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3,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3671％；反对6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305％；弃权29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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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024％。

6.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336,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43％；反对62,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5％；弃权29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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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3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3,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3671％；反对6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305％；弃权29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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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02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广东贤丰控股有限公司、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

贤丰矿业资源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463,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683％；反对1,

222,2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260％；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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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478％；

反对1,222,2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19％；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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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0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且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关联股东广东贤丰控股有限公司、贤丰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贤丰矿业资源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3,984,18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 反对

34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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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3,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3671％；反对3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727％；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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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03％。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进行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4,270,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0％；反对62,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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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70,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5092％；反对6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305％；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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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03％。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质押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3,984,18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 反对

34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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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3,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3671％；反对3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727％；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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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03％。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申请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3,984,18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 反对

34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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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3,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3671％；反对3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727％；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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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03％。

1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3,984,18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 反对

34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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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3,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3671％；反对3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727％；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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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03％。

13.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3,984,18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2％； 反对

34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8％；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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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83,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3671％；反对3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727％；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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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03％。

14.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4,270,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0％；反对62,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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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70,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5092％；反对6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305％；弃权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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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03％。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朱伟律师、孙伟博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41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9-037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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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

询函【2019】第 5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对2018年年报相关事项作出说

明，并于2019年4月19日前完成《问询函》有关说明材料报送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单位对问题进行逐项研究和落实，因回函内容较

多且需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公司预计无法在2019年4月19日前完成回复并对外披

露。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最晚于2019年4月26日前完成

回复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网

商银行为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

A

类基金份额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网商银行”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9年4月22日起，本公司将增加网商银行为易方达龙宝

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网商银行办理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

方式以网商银行的规定为准。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

000789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A 开通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二、重要提示

1.网商银行暂不开通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网商银行今后如开通本基

金A类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网商银行

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或垂询网商银行。

2.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网商银行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28-38号德力西大厦1号楼15-17层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28-38号德力西大厦1号楼15-17层

法定代表人：井贤栋

客户服务电话：95188-3

网址：www.mybank.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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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金管理人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

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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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2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

分开放式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

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9年4月22日起，本公司将增加

上述销售机构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

方式以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

业务

定期定额投

资

转换业务

1 000171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2 005675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C类

人民币基金份额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3 005676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金C类人民币基

金份额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4 005876 易方达鑫转增利混合型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5 005877 易方达鑫转增利混合型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6 006013 易方达鑫转招利混合型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7 006014 易方达鑫转招利混合型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8 006262 易方达深证成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9 006533 易方达科融混合型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特别提示：易方达科融混合型基金处于封闭期暂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该基金开放相关业务

的具体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关于本公司在上述销售机构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

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金额为100

元。 上述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

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相关销售机构的具体规

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相关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

通常将在T+1工作日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金C类人民币基金份额为T+2工作

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T+2工作日（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

数增强型基金C类人民币基金份额为T+3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

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上述销售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

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 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

额的前提下，以相关销售机构最新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

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

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含更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王一通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传真：010-60836029

网址：www.cs.ecitic.com

2.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1号楼2001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28号龙翔广场东座5层

法定代表人：姜晓林

联系人：焦刚

联系电话：0531-89606166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传真：0532-85022605

网址：http://sd.citics.com/

3.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室、14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室、14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联系人：刘宏莹

联系电话：010-6083� 3754

客户服务电话：400-990-8826

传真：021-60819988

网址：http://www.citicsf.com/

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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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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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820� � � �股票简称：ST节能 公告编号：2019-039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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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1、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存在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已于2019

年4月12日实行其他风险警示，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为“5%” 。 详情参见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3月22日、

4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 《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2）、

《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5）、《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

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3）。

2、因公司2018年度审计工作时间较短，可能存在审计机构在年报披露日前未能全部获取出具审计

意见的相应依据的风险，若审计机构对公司2018年年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于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期限届满后

次一交易日起被实施停牌； 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期限届满后两个月内仍无法完成 2018年年度

报告的披露工作，则公司股票将自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期限届满后两个月起复牌，同时公司股票将被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两个月内仍未能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深圳证券交

易所将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2019年4月17日、4月18日、4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5.9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全体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有

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因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情形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并于2019年4月11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3）。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更正的情形，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2019年4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4）。

3、近期公共传媒未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公司已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和管理层调整，后续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规范运作指

引》和《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持续强化公司内控管理，继续梳理和排查潜在经营风险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针对已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严肃整改，确保持续经营依法合规。 除此以外，公司经

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7、 公司已于2019年4月16日披露了 《2018年度业绩快报》（ 公告编号：2019-035）、

《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19-036）。 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75,000万元~-69,200万元； 预计2019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22

万元~-3,572万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年度审计工作仍在推进中，最终数据以披露的年报以及2019年

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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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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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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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

披露的情形。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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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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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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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声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

2018年年度报告涉嫌数据造假的情况。

一、媒体报道简述

近期有媒体发表报道，报道内容称：

1、公司2018年度境内外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和毛利率与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2017年度主营业务

收入、成本和毛利率存在矛盾。

2、公司主要外销客户毛利率大幅下降。

二、澄清说明

1、公司在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中披露了分部信息，在分部信息中列示的境内外主

营业务收入、成本与公司招股说明书口径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境内 境外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355,001,942.91 141,780,915.97 496,782,858.88

主营业务成本 247,191,718.29 80,140,753.97 327,332,472.26

资产总额 901,076,147.33 57,781,826.93 958,857,974.26

负债总额 111,487,924.64 6,261,074.92 117,748,999.56

2、为全面反映公司国内经营主体和国外经营主体不同的经营情况，公司在2018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中按照开展业务主体所在地区，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毛利率按照“国内” 、

“国外”进行了分类披露，其中“国外”部分是指子公司马来西亚CGH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

毛利率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国内 458,188,634.46 293,980,048.86 35.84 5.51 8.48

减少1.75个

百分点

国外 48,895,759.93 41,922,439.06 14.26 119.16 112.8

增加2.56个

百分点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以前年度境内外主营业务收入、 成本及毛利率是按照客户所在地区进

行划分的。

3、公司2018年度境内外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和毛利率与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2017年度主营业务

收入、成本和毛利率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度 2017年度 变动情况

项目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务

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务

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务

成本

毛利率

境内 35,500.19 24,719.17 30.37% 33,834.36 23,107.56 31.70% 1,665.83 1,611.61 -1.33%

境外 14,178.09 8,014.08 43.48% 11,155.04 5,393.73 51.65% 3,023.05 2,620.35 -8.17%

合计 49,678.29 32,733.25 34.11% 44,989.40 28,501.29 36.65% 4,688.89 4,231.96 -2.54%

4、Dyson是全球知名高端吸尘器品牌，公司作为其指定供应商，主要向Dyson位于马来西亚的代工

厂（包括Toyoplas、ATA、Meiban等）提供清洁电器软管及配件产品，2018年度公司向Dyson代工厂销

售产品实现销售收入合计11,295.73万元（占公司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的22.74%），较2017年度同比增

长22.69%。 同时，公司是Dyson大比例伸缩软管的主要供应商，合作时间长达10年以上。

综上所述，公司的经营情况稳定，境外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长，不存在境外收入大幅下滑的情况。 公

司2018年境外销售毛利率较2017年降低8.17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是2018年公司境外主营业务收入的增

长主要来源于CGH公司的规模化生产，由于其主要生产毛利率相对较低的配件产品，从而拉低了公司境

外销售的整体毛利率水平。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存在2018年年度报告涉嫌数据造假的情况。

对此，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的核查意

见》，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境内外收入成本和毛利率准确，未发生异常变化，公司也不存在对单一客户重大

依赖的情形。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媒体报道涉及财

务数据的核实说明》，会计师在年报审计时关注了公司在年度报告中上述披露信息，并与审计报告的数

据核对一致。

三、特别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2日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基煜基金

为销售机构并参加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基煜基金” ）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于

2019年4月22日起增加基煜基金为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参加基煜基金的基金申购（含定

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1） 中信保诚至兴灵活配置混合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5977，C类：

005978）

（2）中信保诚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006209）

（3）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LOF）（165510）

（4）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165513）

（5）信诚新旺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165526）

（6）信诚至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550015，C类：550016）

投资者可通过基煜基金开办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在办理 “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

民币1元(含)。

注： 1、信诚至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新旺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A类份额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自2019年4月22日起，投资者通过基煜基金办理上述适用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等业务，可参加基煜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各基金具体申购费率优惠详情以基煜基金公

布的费率信息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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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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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其他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基煜基金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的办理时间、费率活动内容、业务办

理相关规则及流程请遵循基煜基金的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

citicprufunds.com.cn）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

务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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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65370077

网站：www.jiyufund.com.cn

投资者也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citicprufunds.com.cn查询。

风险提示：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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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

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

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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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无偿划转公司部分股份事项后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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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股份无偿划转概述

2017年4月14日，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

控股股东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西洋集团” ）与四川发展国瑞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瑞矿业” ）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大西洋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70,526,255

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无偿划转至国瑞矿业。 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17

日、4月15日、8月19日、11月28日、12月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收购人在收购报

告书公告后30日内仍未完成相关股份过户手续的，应当立即作出公告，说明理由；在未完成

相关股份过户期间，应当每隔30日公告相关股份过户办理进展情况。 ”根据上述规定，在国

瑞矿业于2017年12月2日公告其收购报告书后，公司已配合国瑞矿业在2017年12月30日至

2019年3月23日期间，每隔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无偿划转公司部分股份事项后续进展的相

关公告。

2019年4月18日，公司收到收购方国瑞矿业《关于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无偿

划转股份过户办理进展情况的函》，其主要内容为：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我司收到你司发来的《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份无偿划转后续进展情况的函》，请我司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要

求告知贵司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后续进展情况。

根据我司与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西洋集团” ）于2017年4月

14日签署的《关于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约定大

西洋集团持有的贵司270,526,255股股份（占该公司总股本的30.14%）无偿划转至我司。

截至2017年11月24日，本次无偿划转已经取得了证监会、国资委、商务部等有关部门的批

准，具备了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应当及时办理标的股份划出与过户登记手续。

我司始终与大西洋集团及有关方面保持了密切沟通。自2017年11月30日，我司先后十

八次发送工作联系函，督促大西洋集团会同我司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

份转让过户登记事宜。 截至目前，大西洋集团仍未会同我司共同办理股份过户及登记等相

关工作，也未提出有效措施和明确时间表。

同时，我司也关注到投资者对此反应强烈，在上证e互动平台、网络媒体股吧论坛均出

现了大量问询和质疑。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我司将继续加强与大西洋集团的沟通，督促

大西洋集团提出有效措施、明确时间表，及时按照协议约定及监管规则要求，配合我司完成

股份划出与过户登记的手续。同时，再次提请贵司组织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相关事项进行

说明。 我司将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每隔30日发布进展公告。 ”

三、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公司始终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划入方等有关方面保

持了密切联系，并一直积极主动配合划转双方及相关方做好相关工作，及时回复、耐心解答

投资者通过上证e互动平台、电话等方式提出的问题。 但公司的股份仅仅是划转对象，在整

个过程中公司只能是积极予以配合，而划转涉及的相关事项需要由划转双方及相关方负责

处理，公司会积极转告相关方并继续配合相关方做好相关工作。

截至目前，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股份尚未办理划出与过户登记手续，公司也未接到相

关方关于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其他新的信息。本次无偿划转标的股份能否顺利完成划出与

过户登记，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继续保持与相关方的沟通联系，并根据后续进展情

况，积极配合相关方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

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