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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0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中高等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4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波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沈荣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波

任职日期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从业年限 7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

过往从业经历

2012年7月至2016年5月在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固定收益部助理投资经

理；2016年5月至2017年9月在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固定收益部专户投资经

理；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在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专户投资部副总监；

2019年6月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黄波先生简历

黄波先生，200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2012年获得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

2012年7月至2016年5月在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固定收益部助理投资经

理；2016年5月至2017年9月在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固定收益部专户投资经

理；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在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专户投资部副总监；

2019年6月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沈荣先生简历

沈荣先生，2007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工学学士学位，2011年获得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学硕士学位。 2007年7月至2008年9月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任职CAD开发工程师；2011年6月至2012年3月在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职行业

研究员；2012年3月至2014年4月在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职行业分析师、固定收

益分析师；2014年4月至2017年6月在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债券助理研

究经理、 投资经理；2017年7月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8月至今

担任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8月至2019年9月担任光大保德

信鼎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担任光

大保德信尊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已清盘）的基金经理，2018年1月

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添天盈月度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2月

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尊盈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8年3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多策略智选18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2018年5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睿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光大

保德信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光大保德信尊富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6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2018年8月至2019年9月担任光大保德信晟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担任光大保德信安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2019年8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尊丰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0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36001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波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周华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波

任职日期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从业年限 7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

过往从业经历

2012年7月至2016年5月在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固定收益部助理投资经

理；2016年5月至2017年9月在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固定收益部专户投资经

理；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在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专户投资部副总监；

2019年6月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黄波先生简历

黄波先生，200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2012年获得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

2012年7月至2016年5月在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固定收益部助理投资经

理；2016年5月至2017年9月在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固定收益部专户投资经

理；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在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专户投资部副总监；

2019年6月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华先生简历

周华先生，香港大学金融学硕士，历任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交易员、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债券交易员、信用研究员、投资经理，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第三方投资部固定收益投资总监；2018年6月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任职固定收益部投资副总监一职，2018年8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晟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光大保德信永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光大保德信安诚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9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安泽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10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安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光大

保德信岁末红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2018年11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多策略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9年8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尊丰纯债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光大保德信鼎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0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鼎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鼎鑫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46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光大保德信鼎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光大保德信鼎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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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10月10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10月10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不含）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不含）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不含）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为保护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对本

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进行限制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鼎鑫混合A 光大保德信鼎鑫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464 00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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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2019年10月10日起对本基金的申购、 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

制，即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金额应不超

过人民币100万元。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金额超过人民币1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该账户当日的全部或部分申购、转

换转入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请。

在本基金限制上述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

及转换转出等业务正常办理。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等业务限制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10月9日15：00后提交的基金交易申请将视为2019年10月

10日的交易申请，同样受上述限制。 投资者成功提交申请的时间以本公司系统自动

记录的时间为准。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202-888，或登陆本

公司网站www.epf.com.cn获取相关信息。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3306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45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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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华懋科技” ）控股股东 KINGSWAY� � INTERNATIONAL� � LIMITED（金

威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威国际” ）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3,

197.1710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16%。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14日披露了《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详见（华懋科技

的公告：2019-004）。金威国际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合计减持其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26,394,342

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金威国际自身所持公司股份的20%，即不超过华懋科技总股

本的8.432%。 其中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期间为2019年3月19日至2019年9

月15日，集中竞价减持期间为2019年4月4日至2019年9月30日。

2019年3月19日，公司控股股东金威国际与自然人廖秋旺先生签署了《股份转

让协议》， 约定金威国际将其持有的华懋科技1,596.40万股无限售条件的 A�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10%）协议转让给自然人廖秋旺先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3月20日发布的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2019-005）及信息披露义务人金威国际和廖秋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2019年3月28日， 公司收到金威国际发来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上述股份转让事宜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

过户完成后， 金威国际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1,600.771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06%，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发布的《关于控股

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201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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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SW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31,971,710 42.49%

IPO前取得：67,677,800股

其他方式取得：64,293,910股

因公司2019年6月28日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445,000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10,574,706股，以上持股比例相应变更为42.49%。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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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SW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15,964,

000

5.14

%

2019/3/19 ～

2019/9/15

协

议

转

让

15.58

－

15.58

248,719,

120.00

未完成：10,

430,342股

116,007,

710

37.35%

注:因公司2019年6月28日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445,000股，公司总股本变更

为310,574,706股， 以上减持比例相应变更为5.14%、 当前持股比例相应变更为

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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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2019-133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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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通知及召开时间：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9年9月16日发

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8日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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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0月7日15:00至2019年10月8日15:00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长山村临江路1号。

3、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司文培

先生主持。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苏州天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71人，代表股份326,897,685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37.0248%， 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858,

904,477股的38.0598%。

①公司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264,045,06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9061%，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858,904,477股的30.7421%。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6人，代表股份62,852,6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188％， 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858,904,477股的

7.3178%。

③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67人（其

中参加现场投票的2人，参加网络投票的6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827,45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998％，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

股本858,904,477股的1.0278%。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国

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强律师、叶慧敏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1、审议并通过《关于拟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09,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46％；反

对5,98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310％；弃权2,302,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39,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1100％；反对5,9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8055％；弃

权2,30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26.0845％。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70,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832％；反

对8,22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148％；弃权6,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99,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7965％；反对8,22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265％；弃

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3、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3.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

对4,05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161％；弃权4,177,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1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9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7818％；反对4,05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988％；弃

权4,1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7.3194％。

3.2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

对4,18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274％；弃权4,043,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4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9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7818％；反对4,18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4100％；弃

权4,0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4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5.8082％。

3.3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

对4,10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970％；弃权4,126,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3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9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7818％；反对4,10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777％；弃

权4,1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6.7405％。

3.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54,890,4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225％；反

对4,10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970％；弃权4,155,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8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69,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4476％；反对4,10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777％；弃

权4,1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7.0747％。

3.5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

对6,27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7％；弃权1,95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9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9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7818％；反对6,27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0771％；弃

权1,95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22.1411％。

3.6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55,45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8243％；反

对3,56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6419％；弃权4,126,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3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13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12.8990％ ； 反对 3,562,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3604％；弃权4,1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7405％。

3.7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

对4,05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161％；弃权4,177,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1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9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7818％；反对4,05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988％；弃

权4,1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7.3194％。

3.8�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55,136,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3122％；反

对5,75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080％；弃权2,260,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6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15,2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2355％；反对5,75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1558％；弃

权2,2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6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25.6087％。

3.9�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55,676,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1673％；反

对3,07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695％；弃权4,39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96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355,2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15.3527％ ； 反对 3,07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8345％；弃权4,39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8128％。

3.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

对4,10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970％；弃权4,126,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3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9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7818％；反对4,10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777％；弃

权4,1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6.740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480,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8576％；反

对7,57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0013％；弃权89,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159,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13.1369％ ； 反对 7,578,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8537％；弃权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009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68,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828％；反

对8,13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900％；弃权89,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9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7818％；反对8,13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089％；弃

权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9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52,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777％；反

对3,85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798％；弃权4,38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42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82,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5948％；反对3,85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898％；弃

权4,38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9.715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3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737％；反

对4,06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38％；弃权4,19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82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69,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4476％；反对4,06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0597％；弃

权4,19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7.492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批准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

对8,13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8897％；弃权89,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9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7818％；反对8,13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089％；弃

权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9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9、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919,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9692％；反

对6,27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7％；弃权1,95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9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9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7818％；反对6,27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0771％；弃

权1,95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22.14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0、审议并通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关于保障摊薄即期回报

填补措施切实履行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855,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400％；反

对3,8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627％；弃权4,240,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9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85,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8.9013％；反对3,80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0588％；弃

权4,2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2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8.039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1、审议并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68,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828％；反

对8,06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664％；弃权16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9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7818％；反对8,06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3344％；弃

权1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88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9年-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9,488,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336％；反

对3,177,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721％；弃权4,23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94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418,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16.0709％ ； 反对 3,177,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9990％；弃权4,2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30,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93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3、审议并通过《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674,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844％；反

对4,0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09％；弃权4,166,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7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03,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8418％；反对4,0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9543％；弃

权4,1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7.20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4、审议并通过《关于同意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139,0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3161％；反

对3,927,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199％；弃权4,08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8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6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17,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2638％；反对3,92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4953％；弃

权4,08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8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6.241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所涉议案需回避表

决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经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四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可查阅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强律师、叶慧敏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证券

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

2019-055

债券代码：

128029

债券简称：太阳转债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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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转债（债券代码：128029）转股期为2018年6月28日至2022年12月22

日；转股价格为人民币8.65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

细则》的有关规定，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三季度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930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22

日公开发行了1,2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2.00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18]19号” 文同意，公司12.00亿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1月1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太阳转债” ，债券代

码“128029” 。

根据相关规定和《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年6月2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太阳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8.8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除权除息

日为2018年6月22日， 太阳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8年6月22日起由原来的 8.85元/股调整

为8.7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除权除息

日为2019年5月23日， 太阳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5月23日起由原来的 8.75元/股调整

为8.65元/股。

二、太阳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19年第三季度，太阳转债因转股减少1,861,100元（18,611张），转股数量为215,

152股，剩余可转债余额1,197,971,600元（11,979,716张）。截至2019年9月30日，太阳转

债尚有1,197,971,600元（11,979,716张）挂牌交易。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非流通股

40,641,750 1.57 0 0 0 0 0 40,641,750 1.57

高管锁定股 7,209,750 0.28 0 0 0 0 0 7,209,750 0.28

股权激励限售股 33,432,000 1.29 0 0 0 0 0 33,432,000 1.29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550,912,585 98.43 0 0 0 +215,152 +215,152 2,551,127,737 98.43

三、总股本 2,591,554,335 100.00 0 0 0 +215,152 +215,152 2,591,769,487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537-7928715进行

咨询。

四、备查文件

1、 截至2019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太阳转

债”股本结构表；

2、 截至2019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太阳纸

业”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587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2019-077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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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8年10月19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的议案》，并于2018年

12月5日召开2018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的

议案》。 2018年12月18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回购股份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8-105），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基本面的判断，公司管理层在

综合考虑公司近期股票二级市场表现，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

和发展前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拟回购

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方式为在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购买，回购价格为不超

过人民币9元/股（除息后），回购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包含4000万元），不超过

人民币8000万元（包含8000万元），回购股份的期限为2018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2018年12月5日）起12个月之内。 鉴于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根据公司披露的《回购股份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8-105），自本次权益分

派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公司回购 A股股份的价格由不超过

人民币 9�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8.90�元/股。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个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9月30日， 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回购股份数量为 5,908,852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为0.95%，其中最高成交价

为 6.5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76�元/股，合计支付的总金额为31,918,883.05元（不含交

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及交易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预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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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 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35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控股子公司海顺印业持有的二级控股子公司新华印务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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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9年9月25日，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董事会九

届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海顺印业持有的二级控股子公司新华

印务股权的议案》，公司计划收购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包装印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新华

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印务” ）全部股份，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海顺印业持有的二级控股子公司新华印务股权的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已通过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登记备案生效。 2019年9月30日，新华印务完成

工商变更手续，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本次交易已完成，新华印务成为公司一级控股子公

司。 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MA06A7HE9L;

名称：天津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五经路23号;

法定代表人：魏伟;

注册资本：2,800万人民币 ;

成立日期：2018年02月12日 ;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书、报刊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广告业务；普通货运；

纸制品加工、销售；制版；工艺美术品包装设计；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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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股东：天津海顺包装印业有限公司（51%）、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24.5%）、天

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24.5%)。

变更后股东：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1%）、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24.5%）、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24.5%)。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对新华印务更为高效的管理，缩短现有决策链，同时减少原由海

顺印业控股时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摊薄，降低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

三、备查文件

新华印务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63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三期计划实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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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6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三期计

划〉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三期计划” ），同意公司实施

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三期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5月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及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三期计划》。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7号：员工持股计划》要求，现将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三期计划实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三期计划尚未购买公司股票。

公司将持续关注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三期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十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