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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4日 星期四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

放式基金增加云南红塔银行为销售机

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南红塔银行”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0年5月14日起，本公司增加云南红塔银行为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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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可通过云南红塔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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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以云南红塔银行的规定为准。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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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63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基金联接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3 004742

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

C

开通 开通 开通

4 004744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5 007339

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基金联

接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6 008556 易方达裕富债券型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7 008557 易方达裕富债券型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二、关于本公司在云南红塔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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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通过云南红塔银行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金额为100

元。 云南红塔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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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款是否顺延以云南红塔银行的具体规

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云南红塔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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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红塔银行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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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今后云南红塔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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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云南红塔银行最新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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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上述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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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红塔银行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东风南路2号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世博路低碳中心A座

法定代表人：李光林

联系人：马杰

联系电话：0871-65236624

客户服务电话：0877-96522

网址：www.ynht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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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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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易方达裕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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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家销售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

议，自2020年5月14日起，本公司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裕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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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的相关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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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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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556 易方达裕富债券型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2 008557 易方达裕富债券型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二、关于本公司在上述销售机构推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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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每类基金份额的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元，不设金额

级差。各销售机构可在此基础上规定个各自的最低扣款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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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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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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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本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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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428号1号楼1102单元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428号1号楼1102单元

法定代表人：申健

联系人：张蜓

联系电话：021-20219988-35374

客户服务电话：021-20292031

传真：021-20219923

网址：https://www.wg.com.cn/

2.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9号高地中心1101室

办公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花照壁西顺街399号1栋1单元龙湖西宸天街B座1201号

法定代表人：于海锋

联系人：陈丹

联系电话：15114053620

客户服务电话：400-080-3388

网址：www.puyifund.com

3.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金田路3088号中洲大厦3203A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金田路3088号中洲大厦3203A单元

法定代表人：祝中村

联系人：曾瑶敏

联系电话：0755-83999907

客户服务电话：0755-83999907

传真：0755-83999926

网址：www.fujifund.cn

4.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高源

联系电话：021-36696312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665

传真：021-68596919

网址：www.ehowbuy.com

5.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100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陈慧慧

联系电话：010-85657353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022

传真：010-65884788

网址：http://licaike.hexun.com/

6.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50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50号弘业大厦9楼

法人代表：周剑秋

联系人：张苏怡

联系电话：025-52278981

客户服务电话：400-828-1288

网址：www.ftol.com.cn

7.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7号10层101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7号10层1015室

法定代表人：何静

联系人：王重阳

联系电话：010-65951887

客户服务电话：400-618-0707

网址：www.hongdianfund.com

8.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11层1108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2号楼 19层 19C13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联系人：王骁骁

联系电话：010-56251471

客户服务电话：400-619-9059

网址：www.hcjijin.com

9.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6号院1号楼3层30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6号院1号楼冠捷大厦3层307单元

法定代表人：杨健

联系人：李海燕

联系电话：010-65309516

客户服务电话：400-673-7010（济安财富官网） 400-071-6766（腾讯财经）

传真：010-65330699

网址：www.jianfortune.com

10.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5475号1033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江国际金融广场53层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联系人：陈孜明

联系电话：86-021-50583533

客户服务电话：95733

传真：86-21-61101630

网址：www.leadfund.com.cn

11.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8号1号楼11层B-1108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8号财智国际大厦B-1108

法定代表人：王利刚

联系人：姚付景

联系电话：010-59422766

客户服务电话：400-893-6885

传真：010-62565181

网址：www.qianjing.com

12.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民田路178号华融大厦27层2704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28号富卓大厦A座7层

法定代表人：洪弘

联系人：张燕

联系电话：010-83363099

客户服务电话：400-166-1188

传真：010-83363010

网址：http://8.jrj.com.cn

13.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3号11楼B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1500号万得大厦11楼

法定代表人：黄祎

联系人：徐亚丹

联系电话：021-50712782

客户服务电话：400-799-1888

网址：www.520fund.com.cn

14.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航天科技广场A座17楼1704室

法定代表人：TEO�WEE� HOWE

联系人：叶健

联系电话：0755-89460507

客户服务电话：400-684-0500

传真：0755-21674453

网址：www.ifastps.com.cn

15.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11号西楼6层604、60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盘古大观3205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武文佳

联系电话：010-59601399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8000

传真：0351-4110714

网址：www.myfund.com

16.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815号302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815号302室

法定代表人：黄欣

联系人：戴珉微

联系电话：021-33768132

客户服务电话：400-6767-523

传真：021-33768132-802

网址：www.zhongzhengfund.com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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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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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

放式基金参加中金公司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协商一致，自2020年5月14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

金参加中金公司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0032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基金A

2 000111 易方达纯债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A

3 000147 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A

4 000171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基金

5 000189 易方达丰华债券型基金A

6 000205 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A

7 000265 易方达恒久添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A

8 000307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基金联接基金A

9 000404 易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10 000603 易方达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11 000950 易方达沪深300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A

12 001018 易方达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13 001076 易方达改革红利混合型基金

14 001184 易方达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15 001344 易方达沪深300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A

16 001373 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17 001433 易方达瑞景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18 001475 易方达国防军工混合型基金

19 001513 易方达信息产业混合型基金

20 001603 易方达安盈回报混合型基金

21 001832 易方达瑞恒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22 001856 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23 002216 易方达量化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A

24 002602 易方达丰惠混合型基金

25 002910 易方达供给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26 002969 易方达丰和债券型基金

27 003293 易方达科瑞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28 005437 易方达易百智能量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A

29 005827 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基金

30 006319 易方达安瑞短债债券型基金A

31 008286 易方达研究精选股票型基金

32 009049 易方达高端制造混合型发起式基金

33 009265 易方达消费精选股票型基金

34 110001 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

35 110002 易方达策略成长基金

36 110003 易方达50指数基金A

37 110005 易方达积极成长基金

38 110008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B

39 110009 易方达价值精选混合型基金

40 110010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

41 110011 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基金

42 110012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43 110013 易方达科翔混合型基金

44 110015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混合型基金

45 110017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A

46 110019 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A

47 110020 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基金联接基金A

48 110021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A

49 110022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基金

50 110023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基金

51 110025 易方达资源行业混合型基金

52 110026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A

53 110027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A

54 110029 易方达科讯混合型基金

55 110030 易方达沪深300量化增强基金

56 110031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A类人民币基金份额

57 110035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A

58 110037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A

59 112002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基金

60 118001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

61 118002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金A类人民币基金份额

62 161115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基金（LOF）

63 161116 易方达黄金主题基金（LOF）A类人民币份额

64 161117 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65 161118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基金（LOF）

66 161119 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基金（LOF）A

67 161124 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基金（LOF）A

68 161125 易方达标普500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

69 161126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

70 161127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

71 161128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

72 161129 易方达原油基金（QDII）A类人民币份额

73 161130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

注：1.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中金公司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该基金产品自开放相关

业务当日起，将同时参与本费率优惠活动；

2.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已于2020年3月25日起暂停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恢复

办理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活动时间

费率优惠活动自2020年5月14日起开展，暂不设截止日期。 若有变动，以中金公司相关公告为准。

三、活动内容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申购上述适用基金的具体优惠方案以中金公司相关公

告为准。 基金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享有费率折扣。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中金公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场外份额日常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上述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金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厦38层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联系人：杨涵宇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客户服务电话：4009101166

网址：www.cicc.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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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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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

QDII

）溢价

风险提示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人” ) 旗下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

（QDII）A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161129，场内简称：原油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

易价格波动较大,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 2020年5月11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711元，相对于当日0.4093元的基金份额净值，溢价幅度达到73.71%。截止2020年5月13日，本基金在

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692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份额，

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将于2020年5月14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自2020

年5月14日10：30复牌。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为上市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人还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申购、赎

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 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或交易行情

系统查询本基金的最新份额净值。 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本基金为了基金的平稳

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已于 2020�年 3�月 25�日起暂停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

恢复办理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

投资运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

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4、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

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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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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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090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

2020-47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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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上午9:30—11:30，下午1:

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3:

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7019号天健商务大厦21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召集人：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韩德宏先生

7.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8.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总体情况

出席人数（人） 代表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份比例（%）

总体情况 34 886,275,805 47.4313

其中：现场投票 13 744,127,302 39.8239

网络投票 21 142,148,503 7.6074

2.中小股东（代理人）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人数（人） 代表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份比例（%）

总体情况 32 146,811,577 7.8570

其中：现场投票 11 4,663,074 0.2496

网络投票 21 142,148,503 7.6074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彭商翁先生、朱

云燕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总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所有提案并形

成决议。 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6,275,805 100 0 0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6,275,805 100 0 0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6,275,805 100 0 0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天健集团母公司2019年实现净利润967,528,226.15

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按母公司净利润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96,752,822.62元，加上年初

未分配利润510,462,171.93元，扣除已分配的2018年现金股利359,335,660.50元及2019年支付的永

续债利息107,280,000.00元，母公司2019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920,847,149.65元。

股东大会同意2019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1,868,545,434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8元（含税），现金股利计710,047,264.92元。 分配后，剩余可

供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6,275,805 100 0 0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公司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6,275,805 100 0 0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6,275,805 100 0 0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7.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

保事项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1）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在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不超过1,352

亿元；公司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额度，预计不超过136亿元。 银行综合授信资金主要用于公

司城市建设和综合开发主业。（2）公司为所属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

超过20亿元；公司所属子公司为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48亿元；公

司所属子公司为公司所属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205亿元；公司

所属子公司为各商品房承购人申请的按揭贷款提供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136亿元。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4,810,263 99.8346 1,465,542 0.1654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0年度公司财务、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内控审计

机构，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酬为人民币110万元/年，内控审计报酬为人民币30万元/年。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6,266,745 99.999 9,060 0.001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以天健集团为发行主体，在银行间市场发行期限不超过270天（可滚动发行），发行

额度预计不超过5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5,990,405 99.9678 285,400 0.0322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期限不超过3年，发行额度预计不超过40亿元的中期票据。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5,990,405 99.9678 285,400 0.0322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11.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骨干员工长效激励约束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5,937,205 99.9618 338,600 0.0382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6,275,805 100 0 0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13.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6,275,805 100 0 0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6,275,805 100 0 0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6,275,805 100 0 0 0 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 885,937,205 99.9618 221,700 0.025 116,900 0.0132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17.非独立董事选举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

17.01选举何云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825,019,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883%。

表决结果：当选。

（二）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1.00

关于2019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146,811,577 100 0 0 0 0

2.00

关于2019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146,811,577 100 0 0 0 0

3.00 关于2019年度公司财务决算的议案 146,811,577 100 0 0 0 0

4.00 关于2019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 146,811,577 100 0 0 0 0

5.00

关于2019年公司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案

146,811,577 100 0 0 0 0

6.00

关于2020年度公司财务预算报告的

议案

146,811,577 100 0 0 0 0

7.00

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

的议案

145,346,035 99.0018 1,465,542 0.9982 0 0

8.00

关于续聘2020年度公司财务、内控审

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146,802,517 99.9938 9,060 0.0062 0 0

9.00 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146,526,177 99.8056 285,400 0.1944 0 0

10.00 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146,526,177 99.8056 285,400 0.1944 0 0

11.00

关于实施骨干员工长效激励约束方

案的议案

146,472,977 99.7694 338,600 0.2306 0 0

12.00

关于公司 《未来三年 （2020年—

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46,811,577 100 0 0 0 0

13.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46,811,577 100 0 0 0 0

14.00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146,811,577 100 0 0 0 0

15.00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146,811,577 100 0 0 0 0

16.00

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146,472,977 99.7694 221,700 0.1510 116,900 0.0796

17.00 非独立董事选举 — — — — — —

17.01

选举何云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85,554,936 58.2753 — — — —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何云武先生与2017年11月30日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韩德宏先生及独立董事潘同文先生、郭刚先生，2018年8月8日公司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张心亮先生、林婵波先生及独立董事徐燕松女士，共同

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三、听取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彭商翁、朱云燕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860

证券简称：紫金银行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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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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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0 － 2020/5/21 20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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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8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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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0,888,889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66,088,888.9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0 － 2020/5/21 2020/5/2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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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发放对象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京

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天朝投资有限公司五户股东的现金红利

由本公司按照相关规定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与证券投资基金，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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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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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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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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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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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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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税

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

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8866792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4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 5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数

基金代码 00485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年5月15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5月15日

暂停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年5月15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数A 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数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854 004855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

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决定自2020年5月15日起，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暂停申购（包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及不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包含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及不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届时将另行公告。

（2）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基金相关公告和交易确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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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4日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暂停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办理

旗下基金相关销售业务的公告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自2020年5月14日起暂停

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诚财富” ）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开户、认购、申

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托管转入等业务。 泰诚财富恢复办理上述相关业务的具体时间，本公司将另行

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

网站：www.haojiyoujijin.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411-999

2、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cfund108.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9-108-108

风险提示:基金投资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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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