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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及关联方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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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3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2019年2月18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2019年关联方

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2019年2月1日及2月19日

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一、关联交易进展

1.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鲁能广宇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广宇公司” ）资金需求，推

动项目开发建设，公司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集团” ）拟向其提供4,000万元财

务资助，年利率5.5%� ，期限1年。据此测算，交易金额为4,220万元（其中，应支付的利息为220万元）。

2.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鲁能硅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硅谷公司” ）资金

需求，推动项目开发建设，公司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拟向其提供4,000万元财务资助，年利率5.5%� ，期

限1年。 据此测算，交易金额为4,220万元（其中，应支付的利息为220万元）。

3.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顺义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义公司” ）资金需求，推

动项目开发建设，公司关联方北京海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海港” ）拟向其提供40,

000万元财务资助，年利率5.5%� ，期限2年。 据此测算，交易金额为44,400万元（其中，应支付的利息

为4,400万元）。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鲁能集团、北京海港

向公司上述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5.上述关联交易的金额、期限、利率均在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年度预计财务资

助暨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 本次交易发生后，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预计2019年财

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本金发生额为41.65亿元。

6.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及董事会转授权，本次交易由公司经营层决策通过

后履行信息披露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7.2019年7月29日，公司召开第17次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上述交易事项。

8.公司相关全资子公司拟于近期分别与控股股东鲁能集团、关联方北京海港签署相关借款协议。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鲁能集团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年12月12日

3.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三路14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56935935

5.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5号

6.法定代表人：刘宇

7.注册资本：200亿元人民币

8.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9.营业范围：投资于房地产业、清洁能源、制造业、采矿业、住宿和餐饮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旅游

景区管理业、电力生产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不含法律法规限制的范围）；企业服务管理；酒店

管理；工程管理服务；新能源技术开发；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10.鲁能集团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网” ）的全资子公司。

11.存在的关联关系

鲁能集团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第10.1.3

条的相关规定，鲁能集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2.经查询，鲁能集团非失信责任主体。

13.鲁能集团财务状况

鲁能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经审计） 2019年5月末（未经审计）

净资产 3,952,642.84 4,086,900.88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1-5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18,747.80 862,272.02

净利润 452,126.01 153,103.99

（二）北京海港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海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4年12月06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徐辛庄镇葛渠村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000286806

5.主要办公地点：北京人济大厦

6.法定代表人：陈维波

7.注册资本：160080.433800万人民币

8.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9.营业范围：在规划范围内进行房地产的开发、建设及其物业管理，包括住宅的出售、商业设施的

租售、配套设施的经营；企业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室内装饰设计；园林景观设计；专业承包；城市

园林绿化。（未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10.北京海港是都城伟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城伟业集团” ）的全资子 公司，都城伟业

集团是国家电网的全资子公司。

11.存在的关联关系

北京海港控股股东都城伟业集团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鲁能集团同属国家电网控制，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第 10.1.3�条的相关规定，北京海港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2.经查询，北京海港非失信责任主体。

13.北京海港财务状况

北京海港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经审计） 2019年5月末（未经审计）

净资产 203,062.68 274,268.74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1-5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0,347.44 171,358.89

净利润 70,064.81 71,206.07

（三）南京广宇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京鲁能广宇置地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10月13日

3.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新尧佳新城后新塘西金地新尧会所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3MA1MX68146

5.法定代表人：苏长斌

6.注册资本：60000万人民币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装饰工程。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南京广宇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经查询，南京广宇非失信责任主体。

11.南京广宇财务状况

南京广宇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经审计） 2019年5月末（未经审计）

总资产 190,813.59 197,201.58

总负债 156,513.60 162,964.96

净资产 34,299.99 34,236.62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1-5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5,303.66 -63.37

（四）南京硅谷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京鲁能硅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02月07日

3.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滨江经济开发区盛安大道739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1NCLLE0C

5.法定代表人：苏长斌

6.注册资本：70000万人民币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酒店管理；旅游信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工程管理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9.南京硅谷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经查询，南京硅谷非失信责任主体。

11.南京硅谷财务状况

南京硅谷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经审计） 2019年5月末（未经审计）

总资产 223,491.60 236,985.15

总负债 196,274.87 209,768.42

净资产 27,216.73 27,216.73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1-5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42,783.27 0

（五）顺义新城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顺义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年09月11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泰和宜园1号楼-3至3层01内-1层B1-03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4230031X6

5.法定代表人：陈维波

6.注册资本：70000万人民币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土地开发；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

从事商业经纪业务；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企业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专业承包；城市园林

绿化施工；室内装饰工程设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公共停车场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体育运

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企业管理咨询；航空机票销售代理；火车票销售代理；长途汽

车票销售代理；文艺演出票务代理；展览会票务代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企业策划；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销售食

品；餐饮服务；电子游艺娱乐；出版物零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电子游艺娱

乐、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餐饮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9.顺义新城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经查询，顺义新城非失信责任主体。

11.顺义新城财务状况

顺义新城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经审计） 2019年5月末（未经审计）

总资产 887,343.62 939,261.00

总负债 665,891.29 731,289.34

净资产 221,452.33 207,971.66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1-5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2,698.98 33,359.21

净利润 76,824.77 6,519.33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规范履行年度预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时披露

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四、备查文件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2019〕17号）。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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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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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方式：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9年8月7日下午3:00。

3.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8月6日—2019年8月7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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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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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8月6日15:00至2019年8月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红墙酒店一层会议室（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31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王晓成先生

公司董事长周悦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王晓成先生担任

本次会议的主持人。

7.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公司各位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460,203,4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8.39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420,470,7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26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9,732,6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33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中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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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93,7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7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561,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9,732,6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333％。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发行商业地产抵押资产证券化（CMBS）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150,1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53,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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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0,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40％；反对5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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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为公司CMBS专项计划承担本息差额补足义务提供补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40,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40％；反对53,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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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0,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40％；反对5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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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为关联事项。

关联股东名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存在的关联关系：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417,909,637股。

回避表决情况：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已按要求回避表决，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为所属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148,0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反对55,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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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8,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90％；反对5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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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汪华、刘云祥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及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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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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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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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9年7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全资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6）。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公告第5

页“南京广宇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披露有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南京广宇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经审计） 2019年5月末（未经审计）

总资产 190,813.57 197,201.58

总负债 156,513.58 162,964.96

净资产 34,299.99 34,236.62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1-5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5,303.66 -633,684.25

更正后：

南京广宇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经审计） 2019年5月末（未经审计）

总资产 190,813.59 197,201.58

总负债 156,513.60 162,964.96

净资产 34,299.99 34,236.62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1-5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5,303.66 -63.37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

息披露质量。 对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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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提供

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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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进展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宇发展”或“公司” ）2019年7月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

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2019年8月7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部分所

属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中信银行

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授信额度，用于部分所属公司向上游供应商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公司

作为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保证人， 为该部分所属公司全额承兑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总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

转授权公司经理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

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对上述所属公司担保事宜。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至担保事

宜办理完毕之日。 具体详见2019年7月23日及8月8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为满足公司及所属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北京顺义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顺义新城” ）拟

向中信银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张家口鲁能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张家口鲁能” ）拟

向中信银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用于向上游供应商开具商业承兑汇票。 公

司作为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保证人，为该部分全额承兑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总金

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7,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2019年8月7日，公司召开第18次总办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 该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担保。

二、上市公司预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2019年7月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2019年8月7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部分所属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所属公司提

供总金额不超过5亿元担保。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顺义新城担保余额为0万元，对张家口鲁能担保余额为0万元，本次担保发生

后，对顺义新城担保余额为13,000万元，对张家口鲁能担保余额为4,000万元，公司为部分所属公司

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担保额度剩余33,0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顺义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顺义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09月11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泰和宜园1号楼-3至3层01内-1层B1-03

法定代表人：陈维波

注册资本：70,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土地开发；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从

事商业经纪业务；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企业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专业承包；城市园林绿

化施工；室内装饰工程设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公共停车场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体育运动

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企业管理咨询；航空机票销售代理；火车票销售代理；长途汽车

票销售代理；文艺演出票务代理；展览会票务代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企业策划；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销售食

品；餐饮服务；电子游艺娱乐；出版物零售。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电子游艺娱

乐、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餐饮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与公司的股权关系：公司持有顺义新城100%股权。

3.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9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87,343.62 941,068.78

负债总额 665,891.29 731,841.3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总额 221,452.33 209,227.41

2018年1-12月（经审计） 2019年1-7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2,698.98 51,879.98

利润总额 102,554.45 10,426.81

净利润 76,824.77 7,775.08

4.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5.经查询，顺义新城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张家口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张家口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08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新辰路11号

法定代表人：陈维波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旅游项目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的销售及租赁；建设工程项

目管理；酒店经营管理；住宿、餐饮；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及管理（具体项目开发前应按规定取得相关部

门批复）；建筑工程机械及设备租赁；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运动项目除外）；体育项目组

织服务；体育场馆经营；健康管理和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老年人养护服务；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及展览服务；观赏作物种植；家禽家畜养殖；农产品、水产品、旅游产品零售；

葡萄酒酿造、灌装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张家口鲁能100%股权。

3.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9年7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386.02 42,114.26

负债总额 36,317.99 32,040.5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总额 10,068.03 10,073.71

2018年1-12月（经审计） 2019年1-7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5.87 6.68

净利润 3.36 5.68

4.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5.经查询，张家口鲁能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为相关所属公司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是为提高商业承兑

汇票的信用度和流通性所做的增信措施，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面背书通过中国人民银行ECDS系统电

子化操作完成，无纸质担保协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诉担保。

2.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292,2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18年报）的27.35%，占公司总资产的3.85%。

3.公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80,000.51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

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 合计担保余额为180,000.51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018年报）的16.85%，占公司总资产的2.37%。

4.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489,200.5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2018年报）的45.79%，占总资产的6.44%。

六、备查文件

1.2019年第18次总办会纪要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更改定投业务起点金额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协商，自2019年8月8日起，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在华泰证券定投业务起点金额由原先的100元降低至10元。

具体产品明细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1 004250 银河量化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量化优选混合

2 161505 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通利债券

3 161506 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银河通利债券C

4 519613 银河君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银河君尚混合A

5 519614 银河君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银河君尚混合C

6 519616 银河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银河君信混合A

7 519617 银河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银河君信混合C

8 519619 银河君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银河君荣混合A

9 519620 银河君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银河君荣混合C

10 519623 银河君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银河君耀混合A

11 519624 银河君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银河君耀混合C

12 519625 银河君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银河君盛混合A

13 519626 银河君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银河君盛混合C

14 519627 银河君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银河君润混合A

15 519628 银河君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银河君润混合C

16 519644 银河智联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智联混合

17 519660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银河增利债券A

18 519661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银河增利债券C

19 519662 银河久益回报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银河久益回报债券A

20 519663 银河久益回报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银河久益回报债券C

21 519666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B

22 519667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A

23 519668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成长混合

24 519669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领先债券

25 519670 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行业混合

26 519671 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

27 519672 银河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蓝筹混合

28 519673 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康乐股票

29 519674 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创新混合

30 519676 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强化债券

31 519678 银河消费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消费混合

32 519679 银河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主题混合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97

公司网站： www.htsc.com.cn

2、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0860

网址：www.galaxyasset.com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0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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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

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 )的通知，兴业集团持有本公司股

份被轮候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

（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轮候冻结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冻结深度说明

兴业

集团

是 556,075,350 2019-07-31 36个月

内蒙古自治

区赤峰市中

级人民法院

100%

冻结(原股+红

股+红利)

兴业

集团

是 556,075,350 2019-07-31 36个月

内蒙古自治

区赤峰市中

级人民法院

100%

冻结(原股+红

股+红利)

2、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原因

根据兴业集团的函告通知，股份轮候冻结原因系兴业集团股票质权人申请财产保全，

兴业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被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 兴业集团正在

积极沟通处理上述股份被轮候冻结事宜，争取尽快解除上述股份轮候冻结。

3、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以及轮候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兴业集团共持有本公司556,075,350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29.76%。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556,075,350股，占兴业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100%，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9.76� %。 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556,075,350

股，占兴业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9.76� %。

二、股份冻结的影响

本公司与兴业集团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等方面与其均保持独立性，本次兴业集团

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生产经营。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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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378

证券简称：昊华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9-042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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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计划内容：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

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昊华” ）计划自2018年8月7日起12个月内，

在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A股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前已发

行总股份的1%（297.19万股）， 不超过公司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前已发行总股份的2%

（594.38万股）。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2019年8月6日，中国昊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000,000股， 占公司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前已发

行总股份的1.01%。

本次增持后，中国昊华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000,000股，占公司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

前已发行总股份的1.01%。

公司于2019年8月7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国昊华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通知，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昊华。

2．本次增持前持股情况：截至2018年8月7日，中国昊华持有公司70,778,216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份的23.82%,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昊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7.82%股权，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0.34%股权。

2018年12月26日，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中国昊华持有公司610,770,923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份的72.96%，为公司控股股东。

3、增持主体已披露增持计划的完成情况：截至本公告日，中国昊华本次增持计划已

实施完毕。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原因及目的：中国昊华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及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本着

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支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3．计划增持股份数量：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前已发行总

股份的1%（297.19万股）， 不超过公司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前已发行总股份的2%

（594.38万股）。

4．增持股份价格：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

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5．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18年8月7日起十二个月内。

6．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自2018年8月7日至2019年8月6日期间，中国昊华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3,000,000股， 占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前已发行总股

份的1.01%。 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下限，未超过本次增持计划的上限，本次增持计划已

在承诺期限内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后，中国昊华共持有公司股份613,770,923股，占公司总股份73.31%；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份638,014,459股，占比76.21%。

四、律师核查意见

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核查意见，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

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

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条件；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前期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重要事项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中国昊华依据承诺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4、中国昊华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关于兴全货币市场基金暂停接受五亿

元以上申购和转换转入申请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全货币

基金主代码 3400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兴

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

称“《基金合同》” ）和《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以下简称“《招

募说明书》” ） 等相关法律文件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8月8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8月8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

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兴全货币A类 兴全货币B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340005 004417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注：自2019年8月8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暂停接受本基金单个基金账户单份额类型单日申购（包

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累计金额超过5亿元（不含5亿元）的申请，A类份额和B类份

额分别判断。 对于超过限额或基金管理人认为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申购申请，本基金管

理人将根据基金资产运作情况进行评估，并有权拒绝。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日期，本

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2�除有另行公告外，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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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78-0099（免长话费）、021-38824536，或登陆网站http:

//www.xqfunds.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关于兴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暂停接受

五亿元以上申购和转换转入申请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兴全天添益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182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兴

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和《兴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

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

明书》” ） 等相关法律文件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8月8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8月8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

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兴全天添益货币A 兴全天添益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820 00182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注：自2019年8月8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暂停接受本基金单个基金账户单份额类型单日申购（包

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累计金额超过5亿元（不含5亿元）的申请，A类份额和B类份

额分别判断。 对于超过限额或基金管理人认为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申购申请，本基金管

理人将根据基金资产运作情况进行评估，并有权拒绝。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日期，本

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2�除有另行公告外，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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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78-0099（免长话费）、021-38824536，或登陆网站http:

//www.xqfunds.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19-075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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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董事胡劲松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 胡劲松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同时亦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胡劲松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 公司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胡劲松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600733

证券简称：北汽蓝谷 公告编号：临

2019-057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2019

年

7

月份产销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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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2019年7月份产销快报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北京新能源汽

车

股份有限公司

3952 4594 15174 44320 -65.76% 12509 7033 77668 60631 28.10%

合计 3952 4594 15174 44320 -65.76% 12509 7033 77668 60631 28.10%

备注：

1、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2、销量中包含部分由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由北

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销售的合作车型。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7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

金持有的“

*ST

信威”股票估值方法

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2017]13号）等有关规定以及“*ST信威” 相关公告，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决定自2019年8月7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ST

信威” 股票进行估值调整，调整价格为4.60元。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ST信威” 后续经营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合理评估，并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必要时进一步确定其估值价格。

待“*ST信威”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恢复采用当日

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华宝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新增渤海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

证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19年8月8日起增加渤海证券为以下基金

的代销机构：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代码

华宝MSCI中国A股国际通ESG通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ESG基金 501086

华宝绿色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绿色领先股票 007590

敬请投资者留意代销机构的相关公告，并可到渤海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具体

业务可咨询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51-5988

� � � �公司网址：www.ewww.com.cn

� � � � (2)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021-38924558

� � � �网站：www.fsfund.co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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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

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