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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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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6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5日至2019年5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15:00至2019年5月16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道8号公司5C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劲松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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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257,452,4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58,

004,372股的56.2118%，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 代表股份220,840,18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58,004,372股的48.2179%。 （议案7、议案10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他3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377,0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458,004,372股的0.0823%。 ）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

东6人，代表股份36,612,3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58,004,372股的7.9939%。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其中，“议案7、议案10” 涉及关

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57,452,4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25,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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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57,452,4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25,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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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57,452,4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25,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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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57,452,4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25,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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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57,452,4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25,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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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6,418,6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5%；反对1,033,793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91,2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6181%；反对1,

033,7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3819%；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42,

287,460股股份；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178,175,721股

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36,989,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25,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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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7,451,5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24,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7%；反对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5,355,0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53%；反对2,097,436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27,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0990%；反对2,097,

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90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履行部分承诺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42,

287,460股股份；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178,175,721股

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36,989,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25,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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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 4�月24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力峰先生、贺维先生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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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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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材科技”或“公司” ）于 2019�年3月13日对外披露了《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0）。 其中：公司董事于少波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不超过 6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9575%。

●减持主体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公司董事于少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83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632%，上述股份已全部

解除限售，并正式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少波先生通过集中竞价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788%，减持数量已过半，本

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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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少波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24,833,200 3.9632%

IPO前取得：8,281,6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6,551,6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减持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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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少波 3,000,000 0.4788%

2019/5/13�

～

2019/5/16

集中竞价交易 4.78�-4.96

14,482,

017

21,833,

200

3.4844%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减持主体此前已披露的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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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于少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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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公司董事于少波先生将根据个人资金需求、市场环境变化、公司股价变动、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具体因素，决定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的后续实施进度，故实际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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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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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

督促于少波先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226

证券简称：菲林格尔 公告编号：

2019-029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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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副总裁吉富堂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45%。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吉富堂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减持公告发布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

日后至未来6个月内（即减持期间自2018年11月21日至2019年5月20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按市场

价格减持不超过13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1%。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

停止减持股份。（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止本公告日，吉富堂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16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1%。 吉富堂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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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富堂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520,000 0.45% 其他方式取得：520,000股

备注：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 包括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实施完成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方案实施前的

公司总股本116,476,75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在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完

成前，截至此次减持计划时间已经过半时，吉富堂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086%。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完成后，减持主体持股数量情况如下：吉富堂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6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44%；剩余可减持股份不超过1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0%。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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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吉富堂

166,

000

0.11%

2018/11/21

～

2019/5/16

集中竞价交

易

17.00 －

22.70

3,459,

363.75

已完成 507,000 0.3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5/17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联储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为代销机构、开通定期定额投

资和转换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根据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储证券”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协议的相关规定，自2019年5月21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联储证券为代销机构，同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以下简称“定投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与代码

华润元大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73）

华润元大现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代码：000324；B类基金代码：000325）

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22）

华润元大医疗保健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46）

华润元大富时中国A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835）

华润元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212；C类基金代码：001213）

华润元大中创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13）

华润元大现金通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883；B类基金代码：002884）

华润元大润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418；C类基金代码：006471）

华润元大润泰双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680；C类基金代码：003723）

华润元大润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893；C类基金代码：004894）

二、关于增加联储证券为代销机构

自2019年5月21日起，投资者可在联储证券办理本公司基金账户的开户和上述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具体办

理分别以联储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定为准。

三、关于开通基金定投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

（一）关于基金定投业务

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机构提出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

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基金定投业务并不构成对基金日常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影

响，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投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部分基金（如部分场内交易基金、定期开放式基金等）

暂不支持定投交易，具体规则以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公告为准。 投资者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单次申购金额

最低限额以联储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二）关于基金转换业务

1、转换业务办理场所和时间

（1）投资者可以通过联储证券办理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转换业务。

（2）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本公司公告暂停基金转

换时除外）。

2、转换费率

投资者申请办理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转换业务时， 转换费率将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

标准收取。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3、基金转换申请人的范围

已持有本公司管理的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中任一只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以及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4、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1）非货币基金之间的转换

计算公式：

转出确认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率

补差费＝（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补差费率÷（1+补差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补差费

转入确认份额＝转入确认金额÷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补差费为零）

（2）货币基金转至非货币基金之间的转换

计算公式：

转出确认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净值＋转出份额对应的未结转收益

补差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净值×补差费率÷（1＋补差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转出确认金额－补差费

转入确认份额＝转入确认金额÷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货币基金份额净值为1.00元，没有赎回费）

5、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交易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额、增加转入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

续，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T＋2交易日起可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6、转换最低份额限制

单笔转换起点份额以联储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

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

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部分基金（如部分场内交易基金、定期开放式基金等）暂不支持转换交易或转换范围有一定限制，具体规则以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公告为准。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

可申购状态。

四、关于参与联储证券费率优惠活动

（一）关于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联储证券申（认）购（含定投）、转换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认）购（含定投）、转换（仅申购补差）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

体折扣费率以联储证券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

告。 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规定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联储证券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含定投）、转换当日起，将同时开

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二）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在联储证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产生

的申购手续费）、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及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产品的转换（仅申购补差）费。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联储证券申（认）购、转换（仅申购补差）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的

手续费。

3、费率优惠解释权归联储证券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联储证券的有关规定。

4、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联储证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5、费率优惠期限以联储证券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五、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1、联储证券官方网站：www.lczq.com

联储证券客户服务电话：400-620-6868

2、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ryuantafund.com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0-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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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

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

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阳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开通定期定

额投资和转换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根据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人寿” ）签署的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协议的相关规定，自2019年5月20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阳光人寿为代销机构，同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以下简称“定投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与代码

华润元大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73）

华润元大现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代码：000324；B类基金代码：000325）

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22）

华润元大医疗保健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46）

华润元大富时中国A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835）

华润元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212；C类基金代码：001213）

华润元大中创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13）

华润元大现金通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883；B类基金代码：002884）

华润元大润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418；C类基金代码：006471）

华润元大润泰双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680；C类基金代码：003723）

华润元大润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893；C类基金代码：004894）

二、关于增加阳光人寿为代销机构

自2019年5月20日起，投资者可在阳光人寿办理本公司基金账户的开户和上述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具体办

理分别以阳光人寿的相关业务规定为准。

三、关于开通基金定投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

（一）关于基金定投业务

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机构提出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

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基金定投业务并不构成对基金日常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影

响，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投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部分基金（如部分场内交易基金、定期开放式基金等）

暂不支持定投交易，具体规则以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公告为准。 投资者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单次申购金额

最低限额以阳光人寿的业务规则为准。

（二）关于基金转换业务

1、转换业务办理场所和时间

（1）投资者可以通过阳光人寿办理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转换业务。

（2）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本公司公告暂停基金转

换时除外）。

2、转换费率

投资者申请办理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转换业务时， 转换费率将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

标准收取。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3、基金转换申请人的范围

已持有本公司管理的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中任一只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以及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4、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1）非货币基金之间的转换

计算公式：

转出确认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率

补差费＝（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补差费率÷（1+补差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补差费

转入确认份额＝转入确认金额÷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补差费为零）

（2）货币基金转至非货币基金之间的转换

计算公式：

转出确认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净值＋转出份额对应的未结转收益

补差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净值×补差费率÷（1＋补差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转出确认金额－补差费

转入确认份额＝转入确认金额÷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货币基金份额净值为1.00元，没有赎回费）

5、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交易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额、增加转入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

续，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T＋2交易日起可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6、转换最低份额限制

单笔转换起点份额以阳光人寿的业务规则为准。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

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

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部分基金（如部分场内交易基金、定期开放式基金等）暂不支持转换交易或转换范围有一定限制，具体规则以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公告为准。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

可申购状态。

四、关于参与阳光人寿费率优惠活动

（一）关于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阳光人寿申（认）购（含定投）、转换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认）购（含定投）、转换（仅申购补差）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

体折扣费率以阳光人寿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

告。 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规定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阳光人寿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含定投）、转换当日起，将同时开

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二）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在阳光人寿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产生

的申购手续费）、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及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产品的转换（仅申购补差）费。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阳光人寿申（认）购、转换（仅申购补差）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的

手续费。

3、费率优惠解释权归阳光人寿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阳光人寿的有关规定。

4、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阳光人寿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5、费率优惠期限以阳光人寿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六、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1、阳光人寿官方网站：fund.sinosig.com

阳光人寿客户服务电话：95510

2、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ryuantafund.com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0-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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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

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

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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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已回购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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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注销审批情况

根据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森科技”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规定以及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21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2,670,065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5.425元/股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上述事项已经公

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刊登的《科森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49）、《科

森科技关于终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51）、《科森科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

因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了《科森科

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董事、总经理瞿李平

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向雪梅女士，董事、副总经理李进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吴

惠明先生计划自2018年10月29日起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为避免短线交易，公司将于

此次增持计划完成起6个月后回购注销瞿李平、向雪梅、吴惠明、李进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82,388股。

综上，公司本次的回购注销为207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87,

677股。

二、本次股份回购与注销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用于回购的专用证券账户 （账号：

B882220037），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前述207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2,587,677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上述2,587,677股限制性股票已全部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将于2019年5月17日予以注销。 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将减少股本2,587,677股，减少注册资本2,587,677.00元。本次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变更为412,989,120股。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数） 比例（%） 本次变动 变动后（股数） 比例（%）

限售流通股 257,470,065 61.95 -2,587,677 254,882,388 61.72

无限售流通股 158,106,732 38.05 0 158,106,732 38.28

总计 415,576,797 100.00 -2,587,677 412,989,120 100.00

特此公告。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17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华福证券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

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福证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2019年5月17日起增加华福证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的销售机构。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是否开

通定投

业务

是否开通

转换业务

定投起点

金额（元）

000423 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1865 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0536 前海开源可转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0596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2199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0656 前海开源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0690 前海开源大海洋战略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0689 前海开源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0788 前海开源中国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0916 前海开源股息率100强等权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0932 前海开源睿远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0933 前海开源睿远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0969 前海开源大安全核心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1027 前海开源中证大农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1060 前海开源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1103 前海开源工业革命4.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164402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164401 前海开源中证健康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1162 前海开源优势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1638 前海开源优势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1209 前海开源一带一路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2080 前海开源一带一路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1102 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1178 前海开源再融资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164403 前海开源沪港深农业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是 是 10

001278 前海开源清洁能源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2360 前海开源清洁能源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1302 前海开源金银珠宝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2207 前海开源金银珠宝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1679 前海开源中国稀缺资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2079 前海开源中国稀缺资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1870 前海开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A 是 是 10

001871 前海开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B 否 是 -

004210 前海开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E 是 是 10

001837 前海开源沪港深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1849 前海开源强势共识100强等权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1972 前海开源沪港深智慧生活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2407 前海开源恒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1875 前海开源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1986 前海开源人工智能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1942 前海开源沪港深汇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1943 前海开源沪港深汇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2666 前海开源沪港深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2667 前海开源沪港深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2690 前海开源恒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2691 前海开源恒泽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2443 前海开源沪港深龙头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2860 前海开源沪港深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2971 前海开源鼎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2972 前海开源鼎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3167 前海开源鼎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3168 前海开源鼎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3254 前海开源鼎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3255 前海开源鼎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3218 前海开源祥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3219 前海开源祥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2662 前海开源沪港深大消费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2663 前海开源沪港深大消费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3304 前海开源沪港深核心资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3305 前海开源沪港深核心资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3492 前海开源外向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1874 前海开源沪港深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3993 前海开源沪港深核心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3857 前海开源周期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3858 前海开源周期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1765 前海开源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1770 前海开源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3360 前海开源瑞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3361 前海开源瑞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4314 前海开源沪港深新硬件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4315 前海开源沪港深新硬件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4218 前海开源裕和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否 是 -

004320 前海开源沪港深乐享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4321 前海开源沪港深强国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4316 前海开源沪港深裕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4317 前海开源沪港深裕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4368 前海开源聚财宝货币市场基金A 是 是 10

004369 前海开源聚财宝货币市场基金B 否 是 -

001901 前海开源沪港深隆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1902 前海开源沪港深隆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4453 前海开源盈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4454 前海开源盈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4099 前海开源沪港深景气行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4098 前海开源港股通股息率50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4496 前海开源多元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4497 前海开源多元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4290 前海开源顺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4291 前海开源顺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4602 前海开源润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4603 前海开源润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2495 前海开源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2496 前海开源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4680 前海开源裕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6190 前海开源裕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4473 前海开源尊享货币市场基金A 是 是 1000

004474 前海开源尊享货币市场基金B 否 是 -

005301 前海开源景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5302 前海开源景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5328 前海开源价值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5323 前海开源泽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5324 前海开源泽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5453 前海开源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5454 前海开源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5505 前海开源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5506 前海开源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5138 前海开源润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5139 前海开源润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5541 前海开源盛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5542 前海开源盛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5669 前海开源公用事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

005809 前海开源裕源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是 否 10

006090 前海开源鼎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6091 前海开源鼎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6145 前海开源鼎欣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6146 前海开源鼎欣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6216 前海开源价值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6217 前海开源价值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6507 前海开源裕泽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否 否 -

006524 前海开源MSCI中国A股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6525 前海开源MSCI中国A股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6712 前海开源MSCI中国A股消费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6713 前海开源MSCI中国A股消费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6924 前海开源沪港深非周期性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10

006923 前海开源沪港深非周期性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10

006775 前海开源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 -

007151 前海开源沪港深聚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 -

从2019年5月17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华福证券办理上述适用基金的认购、申购（含定投）、赎回、转

换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华福证券的规定为准。前海开源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处于封闭建仓期，暂不支持申购、赎回、定投和转换业务。 前海开源沪港深聚瑞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处于认购期，暂不支持申购、赎回、定投和转换业务。

二、费率优惠

从2019年5月17日起，投资者通过华福证券办理上述适用基金的认购、申购（含定投）业务（仅限

前端模式），其认购、申购（含定投）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原认购、申购（含定投）费率为固定费率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具体折扣费率以华福证券活动为准。各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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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认购期及封闭期的产品，自开放申购之日起适用上述申购（含定投）费率优惠。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华福证券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认购、申购

（含定投）当日起，其认购、申购（含定投）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原认购、申购（含定投）费率为固定费率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折扣费率优惠时间、内容以华福证券的活动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金封

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

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者可与华福证券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该金额即为申购金额，不低于上述表

格中的每期定投最低金额。 基金定投业务不受日常申购业务的最低金额限制。 具体定投业务规则请参

考华福证券的相关规定。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

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由同一销售

机构销售、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并在同一登记机构处登记的基金。同一基金不同份额之间暂不开通转

换。 基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本公司发布的《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开

通转换业务并在直销机构实行申购补差费率优惠的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47

网址：www.gfhfzq.com.cn

2、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6-998

网址：www.qhkyfund.com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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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人投资于保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保本基金在极端

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的过往

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货币市场基金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在参与分级基金相关业务（含买卖、申购、分拆合并等）前，应认真阅读相关法律法规、业务

规则及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了解分级基金特有的规则、所投资的分级基金产品和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

投资者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文件。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信银行为旗下部分基金的

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 告

根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银行”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2019年5月17日起，中信银行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

代码

是否开

通定投

是否开通

转换

每期定投最低金额

1 前海开源再融资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78 是 是 1元

2

前海开源清洁能源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A

001278 是 是 1元

3

前海开源清洁能源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C

002360 是 是 1元

从2019年5月17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中信银行办理上述适用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业务。 具

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中信银行的规定为准。

二、费率优惠

从2019年5月17日起，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办理上述适用基金的申购（含定投）业务（仅限前端模

式），其申购（含定投）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原申购（含定投）费率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

体折扣费率以中信银行活动为准。各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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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金封

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

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者可与中信银行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扣款金额，该金额即为申购金额，上述基金每期

定投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元(含1元)。基金定投业务不受日常申购业务的最低金额限制。具体定投业

务规则请参考中信银行的相关规定。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

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由同一销售

机构销售、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并在同一登记机构处登记的基金。同一基金不同份额之间暂不开通转

换。 基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本公司发布的《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开

通转换业务并在直销机构实行申购补差费率优惠的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法人代表：李庆萍

客服电话：95558

公司网址：www.citicbank.com

2、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6-998

网址：www.qhkyfund.com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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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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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

投资者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文件。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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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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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16号中材国际大厦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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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1,215,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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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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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宋寿顺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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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董事刘志江、彭建新、顾超、陈少华、李刚、张晓燕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赵惠锋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会议，副总裁、财务总监倪金瑞、副总裁隋同波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院银行授信及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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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152,388 99.9910 63,100 0.009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公司监事会主席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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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115,078 99.9856 100,410 0.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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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天津院银行授信及银行借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4,757,560 98.6910 63,100 1.3090 0 0.0000

2

《关于2018年度公司监事

会主席薪酬的议案》

4,720,250 97.9170 100,410 2.083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晏国哲、贡嘉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现场参会股东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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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