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4

证券代码：300651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股票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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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任京建先生函告，获悉任京建先生将此前已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
下：
一、股东股份被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是否为第一 解 除 质 押
质押开始日
股东名称 大股东及一 股 数 （万
期
致行动人
股）

任京建

公司第五大
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一

任京建

公司第五大
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一

0.01

质押到期
日

2018-7-11

50

2020-7-3

2018-7-11

2020-7-3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2019-7-9

广发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0.00%

2019-7-10

广发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1.45%

原因

合计
50.01
1.46%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任京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4,369,3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5%；任京建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9,
599,900股，占其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57.03%，占公司总股本的4.48%；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89,444,76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44.76%，占公司总股本的20.43%。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2019-059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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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9年7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191793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
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在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以公告形
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书面回复意见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期（逐笔列
示）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解除质押之
日止

方正证
券

5.93%

补充 质押

—

—

陈潮钿

否

4,000,000

2019年7月9
日

合 计

—

4,000,000

—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陈潮钿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7,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7%。 本次质押4,
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5.93%，占公司总股本的0.64%；本次补充质押后，陈潮钿先生处于质
押状态的股份数为66,990,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9%，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99.24%。
三、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600025

证券简称：华能水电

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9.86%至18.77%之间

证券简称：凯龙股份
债券简称：凯龙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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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介绍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控股子公司吴忠市安盛民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盛民
爆” ）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MB生许证字[132]号
企业名称：吴忠市安盛民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民明
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
登记类型：有限公司
许可有效期：2019年07月15日至2022年07月15日
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安盛民爆本次获得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的产品品种为改性铵油炸药。年生产能力为12000吨。 根据工信部《关于
推进民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企业（集团）现场混装炸药许可产能占比应达到本企业工业炸药生产许可产能总
量的30%；不足30%的，可将包装炸药许可产能转换为现场混装炸药许可产能，或核减差额部分50%的包装炸药许可产
能” 的规定，安盛民爆承诺2020年年底前，直接核减产能1800吨。
本次证书取得不会对公司2019年经营业绩产生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安盛民爆《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1日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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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基本情况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2019年度第十一期超短期融资
券的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额为10亿元人民币， 期限为148天， 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 发行利率为
2.80%。
本期债券由国家开发银行作为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
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
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公告，网址分别为www.chinamoney.com.cn和www.shclearing.com。
二、审批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8年5月17日通过决议， 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24个月
的任一时点，公司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的债券，其中单项余额限额为：
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中期票据不超过人民币30亿
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及资产证券化（或资产支持票据）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
特此公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600379

公告编号：2019-094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全资子公司发行境外美元
债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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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7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经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过，公司全资子公司TahoeGroup Global (Co.,) Limited拟在境外公开发行不超过18亿美元的美元债券（详见公司
2017-129、2018-110号公告）。
2019年7月10日，TahoeGroup Global (Co.,) Limited在境外完成4亿美元的债券发行，并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
债券代码为XS2022228113。
经核查，本次美元债券发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截至本公告日，在上述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的美元债券发行额度内，TahoeGroup Global (Co.,) Limited已累
计完成11.55亿美元的美元债券发行（含本次发行的4亿美元）。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1、发行人：Tahoe Group Global (Co.,) Limited；
2、担保方及担保方式：公司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跨境担保；
3、发行规模：4亿美元；
4、债券期限：3年；
5、债券利率：票面年息15%，每半年支付一次；
6、债券评级：Caa1（穆迪）/CCC+（惠誉）；
7、担保人主体评级：B3（穆迪）/ B-（惠誉）；
8、募集资金用途：项目建设和其他一般企业用途。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928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十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5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民用爆炸物品
生产许可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8

证券简称：兴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9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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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江苏容汇通用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19年6月26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
二、交易进展
根据公司与苏州和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和晓投资” ）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2019年6
月26日和7月11日公司分别收到和晓投资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9,853,200.00元和39,412,800.00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和晓投资支付的本次交易全部股权转让款49,266,000.00元人民币，本次
交易已经完成。
特此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1日

证券简称：宝光股份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Ａ股

最后交易日

2019/7/17

除权（息）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2019/7/18

2019/7/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9/7/1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28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35,858,26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5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330,786.90元，派送红股94,343,304股，本
次分配后总股本为330,201,564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Ａ股

最后交易日

2019/7/17

除权（息）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2019/7/18

2019/7/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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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胡宇航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877,012股，占公司总股本(2,112,251,697股)
比例为0.1362%，其发行股票价格为17.27元/股。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7月17日。
一、股份发行概况及股本变化情况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三七
互娱” ，曾用名称“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2011]167号文《关于核准芜湖顺荣
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首次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700万股，并于2011年3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挂牌交易。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5,000万股增加至6,700万股。
公司于2011年6月17日进行2010年度权益分派， 以公司当时总股本6,700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0股、派现金股利2元（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67,000,000股增至134,000,000股。
公司于2014年12月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向李卫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1288号），
核准上市公司向李卫伟发行74,751,491股股份、向曾开天发行68,389,662股股份购买三
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三七” ）60%股权，同时非公开发行47,
713,715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吴绪顺、吴卫红、吴卫东以及投资者吴斌、叶志华、杨大可。 上述新增股份于2014年12月
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公司总股本由本次发行前的134,000,000股增加到
324,854,868股。
2015年4月30日， 上市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4年利润分配的预案》：以上市公司总股本324,854,868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17股， 权益分派完成后， 上市公司总股本由324,854,868股增至877,
108,143股。
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41号），核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165,289,300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收购上海三七剩余40%股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上市公司新增股份165,289,251股，于2016年1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
市公司总股本由此次发行前的877,108,143股增加至1,042,397,394股。
2016年4月8日，上市公司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利
润分配的预案》，以上市公司总股本1,042,397,3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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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权益分派完成后，上
市公司总股本由1,042,397,394股增至2,084,794,788股。
本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杨东迈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579号）,核准公司向杨东迈发行14,692,049股股份、向谌维发行8,815,229股股份、向樟
树市网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网众投资” ）发行12,145,427股股份、向
胡宇航发行9,534,83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6,250,000股
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因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进行了2016年年度
权益分配实施，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因此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17.37元/股调整为17.27元/股， 并相应调整了向发行对象
发行的股数，其中向胡宇航发行的股份数量由9,534,830股调整为9,590,040股。 本次股
份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新增股份63,316,056股，于2017年7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上市公司总股本由此次发行前的2,084,794,788股增加至2,148,110,844股。
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回购杨东
迈等人应补偿股份并予注销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回购相关
事宜的议案》，根据公司与杨东迈、谌维和网众投资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上海墨鹍》、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上海墨鹍》、《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上海墨鹍》，
结合上海墨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墨鹍” ）2016年度、2017年度利润完成
情况，补偿义务人杨东迈、谌维和网众投资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合计为23,240,591股，
上述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1.08%，其中杨东迈6,
890,099股、谌维4,134,739股、网众投资12,215,753股。 本次回购的股票于2018年6月1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上市公司总股本由2,
148,110,844股降至2,124,870,253股。
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补偿义
务人应补偿股份及现金返还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回购相关
事宜的议案》，根据公司与杨东迈、谌维和网众投资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上海墨鹍》、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上海墨鹍》、《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上海墨鹍》，
结合上海墨鹍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利润完成情况，补偿义务人杨东迈、谌维当期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合计为12,618,556股，上述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次回购注
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59%，其中杨东迈7,887,022股、谌维4,731,534股。 本次回购的股票
于2019年6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上市公司
总股本由2,124,870,253股降至2,112,251,697股。
截至2019年7月11日，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2,112,251,697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1,
315,243,284股，占比62.27%；限售流通股797,008,413股，占比37.73%。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概况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877,01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362%。
本次解除限售的2,877,012股限售股为公司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向胡宇航购买其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65元，派发
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
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
币0.0185元（其中，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5元，扣税0.0065元，每股送红股0.4股，扣税0.04元，共计每股
扣税0.0465元）。如QFII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颁发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本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185元（其中，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065元，扣税0.0065元，每股送红股0.4股，扣税0.04元，共计每股扣税0.0465元）。 如相关投资
者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 号通知》的
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65元。
（5）送红股与现金红利执行相同的扣税政策。
五、 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数
本次变动前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本次变动后

送股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235,858,260

94,343,304

330,201,564

1、 A股

235,858,260

94,343,304

330,201,564

三、股份总数

235,858,260

94,343,304

330,201,564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330,201,564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0.1165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917-3561512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2日

根据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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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
货）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9 年 7 月 12日起，增加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
东）、中信期货旗为英大基金旗下五支产品的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以通过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办理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
额投资、基金转换等业务，同时参加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开展的基金产品
购买费率优惠活动。
一、 销售机构主要信息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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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cs.ecitic.com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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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sd.citics.com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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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层
办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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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citicsf.com/e-futures
二、 代理销售基金名称和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英大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英大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睿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睿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英大现金宝

000912

英大灵活配置A

001270

英大灵活配置B

001271

英大国企改革股票

001678

英大睿鑫A

003446

英大睿鑫C

003447

英大睿盛A

003713

英大睿盛C

003714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提示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7月1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QDII)

基金主代码

00017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8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广发
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美国房地
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9年6月30日
基准 日 基 金 份 额
1.203
净值（单位：元）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配利润 （单位： 7,959,757.71
元）
截止 基 准 日 按 照
基金合 同 约 定 的
分红 比 例 计 算 的 3,979,878.86
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赎回的基金份额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如需
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即2019年7月15日15:00前）到销售网
点办理变更手续，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个工作日超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的申请对本次
收益分配无效。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3.3咨询办法
1）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电话：95105828（免长途话费）。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www.gffunds.com.cn。
3）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
关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稳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7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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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19年7月12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联储证券开通申购、赎回、转
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金明细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007166
003834

华夏收益宝货币A

001929

华夏鼎茂债券A

004042

华夏收益宝货币B

001930

华夏鼎茂债券C

004043

华夏回报混合（前端）

002001

华夏创蓝筹ETF联接A

007472

华夏红利混合（前端）

002011

华夏创蓝筹ETF联接C

007473

华夏回报二号混合

002021

华夏创成长ETF联接A

007474

华夏策略混合

002031

华夏创成长ETF联接C

007475

华夏经济转型股票

002229

华夏蓝筹混合（LOF）

160311

华夏大中华混合（QDII）

002230

华夏行业混合（LOF）

160314

华夏军工安全混合

002251

华夏港股通精选股票（LOF）

160322

华夏乐享健康混合

002264

华夏磐泰混合（LOF）

160323

华夏高端制造混合

002345

华夏磐晟混合（LOF）

160324

华夏新起点混合

002604

华夏收入混合

288002

华夏网购精选混合

002837

华夏货币A

288101

华夏大中华信用债券（QDII）A（人民币）

002877

华夏货币B

288201

华夏大中华信用债券（QDII）C

002880

华夏上证50AH优选指数（LOF）A

501050

华夏移动互联混合（QDII）（人民币）

002891

华夏上证50AH优选指数C

006395

华夏天利货币A

002894

华夏稳增混合

519029

002895

华夏兴华混合

519908

华夏纯债债券A

000015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

004640

华夏纯债债券C

000016

华夏短债债券A

004672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

000021

华夏短债债券C

004673

华夏复兴混合

000031

华夏研究精选股票

004686

华夏全球股票（QDII）

000041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A

004720

华夏双债债券A

000047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C

004721

华夏双债债券C

000048

华夏永康添福混合

005128

华夏沪深300ETF联接A

000051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A

005140

000061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A

005177

基金主代码

002622

华夏恒生ETF联接A（人民币）

000071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C

005178

005450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A

000945

华夏新时代混合（QDII）

005534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C

000946

华夏3-5年中高级可质押信用债ETF联接
005581
A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收益发放办法
1）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19年7月19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所转化的基金份额于2019年7月17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19年7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3.2 提示
1）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申请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
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资）的原因说明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决定自2019年7月15日起，将广发稳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调整为暂
停投资者单日单账户通过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转入合计超过500,000元（不
含）的大额业务。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合计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转入本基金金
额超过500,000元（不含），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将有权确认失败。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
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
告。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或登录本公司
网站www.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006909

007165

华夏盛世混合

500,000

006868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ETF联接A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

广发稳裕混合

500,000

华夏科技成长股票

001077

001928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C

基金简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原因说明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001063

华夏现金宝货币A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C

000014

005141

2019年7月15日

006669

华夏收益债券（QDII）C

288102

华夏聚利债券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C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006668

华夏中短债债券C

006910

005658

2019年7月15日

华夏中短债债券A

001061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C

华夏沪深300ETF联接C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起始日

001052

华夏收益债券（QDII）A（人民币）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A

广发稳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年7月15日

华夏中证500ETF联接A

001927

基金名称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1、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应
遵循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的具体规定。
2、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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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
效理财方式。
四、基金转换业务提示
1、自本公司新增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为旗下基金的代销机构之日
起，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开通本公司旗下基金间的基金转换业务。投资者
通过销售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申购补差费率优惠标准、优惠活动期限以销售机构公示
信息为准。 基金转换费用计算公式以及转换业务规则见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公告。
2、截至公告日，本公司旗下英大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英大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英大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英大睿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英大睿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均已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3、截至公告日，英大灵活配置A、B类之间、英大睿鑫A、C类之间、英大睿盛A、C类之间
暂时不支持基金转换业务。
五、费率优惠活动
自2019年7月12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申购（含
定期定额申购、转入）本公告“二、代理销售基金名称和代码” 中所列的基金（仅限前端收
费模式），均可参加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开展的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
费率以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公示为准。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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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率优惠期限以本公司或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
准。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代销的基金
产品，则该基金产品认购期内及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六、基金管理人主要信息
公司名称：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90-5288
公司网站：www.ydamc.com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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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选择适
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 月12日

001924

华夏稳盛混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A

002166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注：截止目前，股东胡宇航共持有公司股票69,830,436股，为其参与智铭网络重组及
二级市场增持获得的股票。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三七互娱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三七互娱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作的承诺；三
七互娱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
存在实质性障碍，在遵守中国证监会相关法规要求的前提下，独立财务顾问对三七互娱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国企改革混合

华夏永福混合C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12,010,000

004547

《广发稳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稳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4,315,518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A

公告依据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2,877,012

000011

本次分红为2019年度的第2次分红。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转投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日为：2019年7月
15日；
2）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2019年7月18日。
3）人民币基金份额现金分红为人民币，美元现汇基金份额现金分红为美
元。 不同币种份额红利再投资适用的净值为该币种份额的净值。

否

7,192,530

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前端）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是否担任高
管

12,010,000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ETF联接C

005449

分红对象

冻结股份数量
（股）

4,315,518

001078

华夏行业龙头混合

2019年7月19日

剩余限售股份
数量（股）

2,877,012

华夏现金宝货币B

000121

现金红利发放日

合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股）

7,192,530

004202

华夏永福混合A

2019年7月15日（场外）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华夏睿磐泰兴混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除息日

胡宇航

000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2019年7月16日

股东姓名

1

华夏成长混合（前端）

0.360

权益登记日

序号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新增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注：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6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
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50%， 美元现汇基金份额的每份额分配金额为人民币份额的每份额分配数
额按照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美元估值汇率折算后的美元金额，计算结果以美元为单位。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持有的江苏智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智铭网络” ）49％的股权时非公开发行新
增股份。 胡宇航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877,012股，其发行股票价格为17.27元/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情况
1、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限售流通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承诺
胡宇航承诺：
若本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对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
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个月的，本人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转让。
若本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对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
权益的时间超过十二个月的，本人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
让；该等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按照以下次序分三期解锁：
第一期解锁时间：本人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后或
《利润补偿协议》” ）
本人履行完毕本人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
中2016年度的全部业绩补偿义务之日起，如前述两者时间不一致的，以发生较晚者为准；
第一期可解锁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中本人取得的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转让的上
市公司股份总数*25%-本人未达到《利润补偿协议》中约定的2016年度业绩承诺时累积
应补偿的股份数（可解锁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计算）；
第二期解锁时间：本人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满24个月后或
本人履行完毕本人在《利润补偿协议》中2016年度及2017年度的全部业绩补偿义务之日
起，如前述两者时间不一致的，以发生较晚者为准；第二期可解锁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中本
人取得的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55%-本人未达到 《利
润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2016年度及2017年度业绩承诺时累积应补偿的股份数-第一期已
解锁股份数量（可解锁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计算）；
第三期解锁时间：本人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后或
本人履行完毕本人在《利润补偿协议》中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的全部业绩补偿
义务之日起，如前述两者时间不一致的，以发生较晚者为准；第三期可解锁股份数量=本次
发行中本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100%-本人未达到《利润补偿协议》中约定的2016
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业绩承诺时累积应补偿的股份数-第一期已解锁股份数量-第
二期已解锁股份数量（可解锁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计算）。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使得本人增持的上市
公司股份，本人承诺亦遵守上述约定。
本人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
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将根据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2、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利润补偿承诺
胡宇航承诺： 智铭网络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000.00万元、5,000.00万元、6,250.00
万元。
截止目前，智铭网络已完成2016年度、2017年度承诺业绩，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了关于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关于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墨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江
苏智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极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
明》（公告编号：2018-026）。
以上，承诺方胡宇航对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资产已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十二
个月，胡宇航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该等股份自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后按照前述承诺分三期解锁。
（二）截止公告日，承诺方胡宇航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胡宇航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
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877,012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为1户，本
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7月17日，具体情况如下：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
责任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2019/7/1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
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票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16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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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5元
每股派送红股0.4股
●相关日期

公告编号：2019-092

上年同期
盈利：1347.15万元

注：上表中的“
万元” 均指人民币。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2019年半年度净利润增加，主要原因是销售收入规模较上年同期增长。
2、预计2019年1—6月，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约为496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019年半年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7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83
债券代码：128052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盈利：1480万元-1600万元

证券代码：0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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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及
本公司股东陈潮钿先生的通知，获悉陈潮钿先生已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4,000,000股质押给方正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方正证券” ），作为2017年8月17日陈潮钿先生与方正证券股权质押事
项的补充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质押股份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本报告期

公告编号：2019-028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补充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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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情况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B003

公告编号：2019-068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项目

归还部分借
款，部分股票
解除质押

证券简称：金陵体育

■ 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联接A

000948

华夏3-5年中高级可质押信用债ETF联接
005582
C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联接C

005734

华夏全球科技先锋混合（QDII）

005698

华夏天利货币B

华夏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联接A

000975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

005774

华夏创新前沿股票

002980

华夏兴和混合

519918

华夏债券A

001001

华夏潜龙精选股票

005826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A

003003

华夏保证金货币A

519800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B

001374

华夏保证金货币B

519801

华夏行业景气混合

003567

华夏恒融定开债券

004063

华夏睿磐泰盛定开混合

003697

华夏经典混合

288001

华夏债券C

001003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A

005888

华夏希望债券A

001011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C

005889

华夏希望债券C

001013

华夏优势精选股票

005894

华夏沪深300指数增强A

001015

华夏中证央企ETF联接A

006196

华夏沪深300指数增强C

001016

华夏中证央企ETF联接C

006197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A

001021

华夏中小板ETF联接A

006246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C

001023

华夏中小板ETF联接C

006247

华夏安康债券A

001031

华夏创业板ETF联接A

006248

华夏安康债券C

001033

华夏创业板ETF联接C

华夏领先股票

001042

华夏全球聚享（QDII）A（人民币）

006445

华夏可转债增强债券A

001045

华夏全球聚享（QDII）C

006448

华夏上证50ETF联接A

001051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联接A

006560

华夏上证50ETF联接C

005733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联接C

006561

006249

如上述基金尚未开放、暂停办理对应业务或对其进行限制的，请遵照相关公告执行。 当基金开始、恢
复办理正常对应业务时，投资者可在联储证券办理其对应业务。 投资者办理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流程
规则等请遵循上述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联储证券的有关规
定，联储证券的业务办理状况请遵循其相关规定。 各基金的开放状态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询。
二、咨询渠道
（一）联储证券客户服务电话：400-620-6868；
联储证券网站：www.lcz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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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