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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

相关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最低申购

金额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人的理财需求，根据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的有关规定，招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0年6月3日起，降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申

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217001 招商安泰偏股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217002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03 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A

217203 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B

217004 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A

217009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12 招商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13 招商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16 招商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217017 招商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217018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19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217020 招商安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21 招商优势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23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217024 招商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26 招商安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314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02017 招商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00530 招商丰盛稳定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417 招商丰盛稳定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0588 招商招钱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0679 招商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416 招商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0758 招商招钱宝货币市场基金C

000960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04 招商移动互联网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03 招商国企改革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27 招商丰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446 招商丰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1531 招商安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28 招商体育文化休闲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49 招商中国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69 招商制造业转型混合证券投资基金A

002103 招商康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49 招商境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71 招商安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98 招商招福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2389 招商安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390 招商安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457 招商安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574 招商瑞庆灵活配置混合证券投资基金A

002581 招商丰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582 招商丰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628 招商安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629 招商安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657 招商安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658 招商安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776 招商安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777 招商安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823 招商盛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824 招商盛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852 招商财富宝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A

003000 招商丰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001 招商丰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265 招商招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266 招商招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297 招商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003388 招商招益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3416 招商财经大数据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454 招商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55 招商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537 招商招利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3859 招商招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860 招商招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861 招商兴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862 招商兴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142 招商盛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143 招商盛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190 招商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191 招商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192 招商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193 招商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194 招商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195 招商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261 招商招禧宝货币市场基金A

004266 招商沪港深科技创新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407 招商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004408 招商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04409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004410 招商央视财经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04569 招商制造业转型混合证券投资基金C

004932 招商丰拓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933 招商丰拓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784 招商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06 招商丰茂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05907 招商丰茂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06332 招商金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333 招商金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364 招商丰韵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365 招商丰韵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383 招商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384 招商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427 招商添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428 招商添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473 招商中债1-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006474 招商中债1-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06489 招商添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490 招商添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629 招商鑫悦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630 招商鑫悦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650 招商安庆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765 招商中债1-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006766 招商中债1-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06861 招商和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006862 招商和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007051 招商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007052 招商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07085 招商瑞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7328 招商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007660 招商和悦均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07725 招商瑞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726 招商瑞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7729 招商普盛全球配置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

007951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C

007952 招商财经大数据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073 招商中债-1-3年高等级央企主题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008074 招商中债-1-3年高等级央企主题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008236 招商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008237 招商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008456 招商瑞阳股债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8457 招商瑞阳股债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475 招商民安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8476 招商民安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655 招商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8656 招商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791 招商安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8792 招商安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161706 招商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前端）

161713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715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716 招商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718 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19 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720 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1 招商沪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2 招商丰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723 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4 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5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6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27 招商增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501067 招商富时中国A-H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501068 招商富时中国A-H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二、定期定额申购金额的限制

调整后，投资人通过销售机构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单笔最低限额均下调至人民币10元。

各销售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情况设置高于或等于本公司设定的上述最低定期定额申购金额，

投资人在销售机构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时， 除需满足本公司上述最低定期定额申购金额

外，还需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设定。

投资者如有疑问，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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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

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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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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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估值变更的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下列停牌股票：招商蛇口（001979）。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第[2017]

13号）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决定自2020年6月2日

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除ETF外）所持有的上述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同时，对ETF联

接基金持有的标的ETF，在当日份额净值的基础上考虑上述股票的调整因素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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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并提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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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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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共同被告

●累计涉及诉讼本金：1,50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判决系上海一中院作出的终审判决。 案件涉及的款项

为公司表外的或有借款。 针对本案所涉事项，公司此前已进行过内部核查，确信与乔某之间不存在前述

借款事项。 此次判决虽为终审判决，但公司认为前述借款系以“套路贷” 手段虚构而成，涉嫌刑事犯罪。

因此，为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后续将会同律师等专业人士积极收集与本案有关证据，

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目前，暂无法判断本案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上海一中院” ）签发的（2019）沪01民终15670号民事判决书。 现将该诉讼案件的判决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2017年11月16日，原审原告与各原审被告签订了《借款合同》，原审原告按合同约定于2017年11月

22日向原审被告指定账户汇款人民币1,500万元。上述借款到期后，原审被告各方未能清偿上述借款。为

此，原审原告提起借款合同纠纷诉讼。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乔某诉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及相关共同被告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8月16日出具了（2018）沪0115

民初22024号民事判决书（详见公告：临2019-127）。

二、诉讼案件的判决情况

公司因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 该上诉于2019年12月4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0年5月26日出具了（2019）沪01民终15670号民事判决

书，上海一中院认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

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300元，由上诉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三、上述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判决系上海一中院作出的终审判决。案件涉及的款项为公司表外的或有借款。针对本案所涉事

项，公司此前已进行过内部核查，确信与乔某之间不存在前述借款事项。 此次判决虽为终审判决，但公司

认为前述借款系以“套路贷”手段虚构而成，涉嫌刑事犯罪。 因此，为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后续将会同律师等专业人士积极收集与本案有关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目前，暂无法判断本案

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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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634

证券简称：

*ST

富控 公告编号：临

2020-100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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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6月2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林

雪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林雪峰先生提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并确认其无辞任之其

他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关注。 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至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林雪峰先生辞任后将不再担

任公司财务总监一职。

林雪峰先生在任职期间能够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充分行使职权，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及持

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此，公司对林雪峰先生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财务总监的聘任工作，保证公司的规范运作及正常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634

证券简称：

*ST

富控 公告编号：临

2020-101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重组等相关事项及出售实施情况

的问询函和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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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富控互动”或“上市公司” ）分别于2020年4

月24日、2020年4月27日和2020年4月29日、2020年5月2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 ）《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丧失主要经营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0】0398号）、《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等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20】0405号）、《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原核心资产Jagex完成股权交割有关事项

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0436号）和《关于对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实施情况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626号）（以下统称“《问询函》和《监管工作函》” ）。 上交所

要求公司按期就 《问询函》、《监管工作函》 中的相关问题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73、临2020-075、临2020-081和临2020-098）。

公司高度重视上交所下发的《问询函》和《监管工作函》，积极组织公司有关人员对函件中所述问

题逐项落实，以冀如期回复。 公司早先已根据函件要求，主动向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宏投网络” ）发函就函件相关问题进行核实，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收到宏投网络原执行董事兼法定

代表人叶建华先生派遣专人送达的书面告知函件， 并披露了告知函件的原文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96）。 除收到上述宏投网络方告知函件，公司再次就函件回复工作的前期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公

告：临2020-087）与重组独立财务顾问进行了沟通并获悉：受疫情影响，其此前聘请中伦律师事务所伦

敦办公室进行的调档查阅Jagex公司相关法律文件等相关工作仍未有明确进展；同时，独立财务顾问之

前分别通过电子邮件发函询问交易对方PLATINUM� FORTUNE, � LP�实际控制人Duke� Li� Zhu和宏

投网络法定代表人叶建华先生相关事项具体情况，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其尚未收到交易对方提供的证明

材料，亦尚未获得叶建华先生有关回复。

受此前法院裁定公司核心资产以物抵债、重大资产重组被迫终止等事项的影响，公司近期人事变动

频繁，致使函件回复工作受到一定程度影响，相关工作难以促成。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和完整，公司向

上交所申请，将《问询函》和《监管工作函》回复的截止日期顺延5个交易日，争取于2020年6月9日之前

予以回复。 公司将进一步加快函件的回复工作进度，尽快完成相关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

2020-058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一刘进先生的通知，刘进先生将其质押给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 ）

的2,48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于近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数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刘进 是 2,480,000 4.25% 0.64% 2019年6月26日 2020年6月1日 华西证券

2、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

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

量

本次解除

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刘进 58,361,707 15.01%

36,830,

000

34,350,

000

58.86% 8.83% 0 0%

5,206,

653

21.68%

陈伟 56,644,397 14.56%

30,212,

500

30,212,

500

53.34% 7.77% 0 0%

5,053,

517

19.12%

吴志雄 56,644,397 14.56%

34,650,

000

34,650,

000

61.17% 8.91% 0 0%

5,053,

517

22.98%

合计

171,650,

501

44.13%

101,692,

500

99,212,

500

57.80% 25.51% 0 0%

15,313,

687

21.14%

注：1、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2、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

造成。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进、陈伟、吴志雄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

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报备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

2020-059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进

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3月16日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公司为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 ）在2020年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80,000万元的银行授信总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重庆帝王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帝王” ）在2020年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银行授信总额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欧神诺共同为欧神诺全资子公司在2020年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20,

000万元的银行授信总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7）。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欧神诺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景德镇分行签订

《保证合同》（编号：BZA101A20009-1、编号：BZA101A20009-2），公司与欧神诺共同

为景德镇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景德镇分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债权额为6,

8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佛山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编号：FS（高保）20200016），公司为欧神诺与华夏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编号为FS

（融资）20200013的《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债权额为28,000万元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托银行” ）广州分行签订《最

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为欧神诺与信托银行广州分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债权额为5,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在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序号 被担保人 担保权人 主债权额度 担保合同内容

1

景德镇欧神

诺

交通银行景

德镇分行

6,800万元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

3、保证期间：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

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 欧神诺

华夏银行佛

山分行

28，000万元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与债

权有关的银行费用、债权实现的费用及损害赔偿。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

年。

3 欧神诺

信托银行广

州分行

5,000万元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

有银行费用、债权实现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及损

害赔偿。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

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396,060万元，占公司2019年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08.55%，占公司2019年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56.56%。 公司不存在逾期

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欧神诺分别与交通银行景德镇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华夏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信托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20-091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一致行动人陈宝祥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6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136），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一致行动人陈宝祥

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 计划自2020年1月17日起至半年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946.7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3%）。

近日公司收到了股东陈宝祥先生函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份（股）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陈宝祥 集中竞价

2020年2月4日至2020年6月

1日

9,467,600 4.45 1.13%

（二）股东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陈宝祥

合计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867,600 1.30% 1,400,000 0.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陈宝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7%；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数为1,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占其持股总数的100%；陈宝祥先生及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84,537,44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13%，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陈宝祥先生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宝祥先生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

毕，减持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陈宝祥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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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陈宝祥先生《告知函》

2、结算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

ST

宜化 公告编号：

2020－035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

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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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5月2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109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相关事项作出书面说明，并在2020年6月2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部。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认真准备问询函回复工作。 因回复内容涉及部门

较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 公司将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完成回复工作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2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

ST

宜化 公告编号：

2020－036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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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湖北宜化” ）于2020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湖北宜化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109号）要求（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现

对《2019年年度报告》“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中第“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中第“8、其他应收款”

中第“（3）其他应收款” 中“1）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栏目下款项性质分类为“股权转让债

权（注）” 的512,754,547.32元期末账面余额的相关情况进行补充注释如下（字体加粗部分为补充内

容）：

单位：元

款项性质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转让款 69,787,178.00 51,945,043.45

保证金 4,361,506.61 17,100,783.45

备用金 1,757,550.90 3,730,179.29

逾期票据 3,850,000.00 4,350,000.00

股权转让债权（注） 512,754,547.32

对关联公司的往来款项 39,816,312.19 32,168,642.99

对非关联公司的往来款项 55,315,555.39 136,470,230.77

其他 3,551,442.88 4,627,288.70

减：坏账准备 -82,687,405.61 -49,598,007.97

合计 608,506,687.68 200,794,160.68

注：股权转让债权系本期公司转让子公司贵州新宜矿业（集团）有限公司60.00%股权时，公司应收

贵州新宜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该部分债权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据实计息，购买方以贵州

新宜矿业（集团）有限公司60.00%的股权及采矿权提供抵（质）押保证，并保证贵州新宜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在三年内向本公司清偿完毕。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2019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补充的注释内容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更新后的《2019年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因本次补充内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2日

证券代码：

002621

证券简称：美吉姆 公告编号：

2020-039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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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回购了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公司股本变为590,473,477,根据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

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019�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实际为以资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 4股，共转增236,189,390股，转增后

股本为826,662,867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公司拟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90,881,49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元（含税），送红股 0�股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

分配总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了变化，具体如下：因公司完成了

408，015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总股本由590,881,492股减为590,473,477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2日披露的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20-038）。

3、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

总额”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590,473,

477股为基数，其中回购股份0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00000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590,473,477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826,662,867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2020年 6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0年6月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

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

一致。

六、本次所送（转）股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0�年 6月9�日】。

七、股本结构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公积金转增(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

44,696,647 7.57% 17,878,658 62,575,305 7.57%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545,776,830 92.43% 218,310,732 764,087,562 92.43%

三、总股本 590,473,477 100% 236,189,390 826,662,867 100%

（注： 上表数据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办理股份登记结果为准

。 ）

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826,662,867股摊薄计算，2019年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0.1448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SOHO3Q二层证券部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陈九飞、冉钦

咨询电话:0411-81760071

咨询邮箱：eric.chen@mygymchina.com,sarah.ran@mygymchina.com

九、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公司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002518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

2020-028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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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

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6）。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于2019年10月

3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9-049）。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

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5月31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220,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378%，最高成交价为9.1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87元/股，成交金

额1,998,943.71元（含已清算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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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年11月11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43,

558,002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 10,889,500�股）。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本次回购方案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股（含），2020年5

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公司股票最低交易价11.51元/股，最高交易价12.78元/股；现阶段公司可

用于回购的自有资金能够及时到位。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

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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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