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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

基金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销售

机构最低申

/

认购及定投金额起点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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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述机构” ）协商一致，泓德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0年8月12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在上述机构

的申/认购、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金额限制做如下调整，现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范围

编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泓德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56

2 泓德泓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1357/001376

3 泓德远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00

4 泓德泓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95

5 泓德战略转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05

6 泓德泓利货币市场基金 A类/�B类：002184/002185

7 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62

8 泓德泓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01

9 泓德裕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2738/002739

10 泓德泓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46

11 泓德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2736/002737

12 泓德泓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63

13 泓德裕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2742/002743

14 泓德优势领航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08

15 泓德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A类/B类：003997/003998

16 泓德裕泽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2740/002741

17 泓德裕鑫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4196/004197

18 泓德裕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6606/006607

19 泓德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608

20 泓德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4965/004966

21 泓德臻远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395

22 泓德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336

23 泓德丰润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545

24 泓德睿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014

25 泓德裕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2734/002735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本基金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

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

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上述机构可根据自身的相关规定设定基金的申/认购或定投金额下限，投资者在办理申/

认购或定投业务时，需遵循上述机构的规定。

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hongdefund.com

客服热线：4009-100-888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cs.ecitic.com

客服热线：95548

3.�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www.citicssd.com

客服热线：95548

4.�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网址：www.citicsf.com

客服热线：400-990-8826

5.�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gzs.com.cn

客服热线：95396

四、 风险提示：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

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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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投资有风险，基金管

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关注基金特有风险，如实填写或

更新个人信息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

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特此公告。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调整申

\

认购

金额起点并参与其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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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0年8月12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中金公司办理

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业务，并对其申\认购、定投金额限制做如下调

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名称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泓德泓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1357/001376

2 泓德远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00

3 泓德泓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95

4 泓德战略转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05

5 泓德泓利货币市场基金 A类/�B类：002184/002185

6 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62

7 泓德泓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01

8 泓德裕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2738/002739

9 泓德裕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2742/002743

10 泓德泓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63

11 泓德优势领航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08

12 泓德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A类/B类：003997/003998

13 泓德裕泽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2740/002741

14 泓德裕鑫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4196/004197

15 泓德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C类：004965/004966

16 泓德臻远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395

17 泓德丰润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545

18 泓德睿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014

二、费率说明

自2020年8月12日起，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或定投业务，基金申购费率

不设折扣限制，具体费率折扣以中金公司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旗下其他产品开通或恢复申购、定投业务，以及新增通过中金公

司销售的基金产品，其申购业务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三、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本基金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

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

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中金公司可根据自身的相关规定设定基金的申/认购或定投金额下限，投资者在办理申/

认购或定投业务时，需遵循中金公司的规定。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10-1166

网址：www.cicc.com.cn

2、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100-888

网址：www.hongdefund.com

五、风险提示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

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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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投资有风险，基金管

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关注基金特有风险，如实填写或

更新个人信息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

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特此公告。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8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4000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3年12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华安现金富利投

资基金成立公告》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2020年8月11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2020年7月14日至2020年8月11日止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投资者日收益=投资者

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10000*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保留到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

尾）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20年8月13日

收益支付对象 2020年8月11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2020年8

月12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0年8月13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

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于2020年8月11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收益，赎回或

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收益；

（2）若投资者于2020年8月11日全部赎回或全额转换转出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

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3）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11日集中支付并按1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

额。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4）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2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

定，经履行适当审批程序，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湖北

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均瑶健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发行” ）的网下

申购，本公司股东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价格

为13.43元/股，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

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后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均瑶健康于2020年8月10日发布的《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现将本公司旗

下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添瑞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鼎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现代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医疗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优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汇智精选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稳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成长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科创主题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低碳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双核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制造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安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安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安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添颐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睿明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幸福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文体健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沪港深机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沪港深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新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新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新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新恒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智增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沪港深外延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沪深300量化增强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升级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宏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生态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安信消费服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新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智能装备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物联网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安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大国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MSCI中国A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1,230 16,518.90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咨询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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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666

证券简称：亿嘉和 公告编号：

2020-043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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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6,00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14期人民

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网点专属)

●委托理财期限：90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充分合理利用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收益，在不

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或“亿嘉和”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静安支行购买了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27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17,543,9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34.4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604,562,794.00元，扣除发行费

用103,905,834.83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00,656,959.17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8年6月6日到账，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8年6月6日

出具《验资报告》（中天运[2018]验字第90037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已累计投入金额

智能巡检机器人集成测试中心 26,872.00 3,757.13

智能化产品与服务研发综合楼 23,193.70 4,554.71

合计 50,065.70 8,311.84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1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网点专属)

金额（万元） 6,00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1.15%-2.90%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43.02

产品期限 90天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结构化安排 无

参考年化收益率 无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无担保债券为

投资标的产品。 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2、公司将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

金融机构。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公司于2020年8月10日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静安支行购买了理财产品，产品主要条款

如下：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14期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90天网点专属)

2、产品代码：1201206014

3、投资期限：90天

4、投资到期日：认购/申购确认日（不含当日）后第90天（如本产品被浦发银行宣布提

前终止，该提前终止日被视为投资到期日）

5、投资兑付日：投资到期日当日兑付投资本金及收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同时投资期限也相应延长。

6、产品挂钩指标：伦敦银行间美元一个月拆借利率（USD� 1M� LIBOR），当日伦敦时

间上午11:00公布

7、产品观察日：投资到期日前第二个伦敦工作日

8、产品预期收益率（年）

如果在产品观察期的产品挂钩指标低于或等于5%，则产品预期收益率为2.90%/年；如

果在产品观察期的产品挂钩指标高于5%，则产品预期收益率为1.15%/年。

9、预期收益计算公式

公式：预期收益=产品本金×到期收益率×计息天数÷360

其中：计息天数=起息日至到期日期间，整年数×360+整月数×30+零头天数，算头不

算尾

10、提前终止权

客户不可提前终止（赎回）结构性存款产品。 遇国家金融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影响到本

产品的正常运行以及实际投资情况等原因，浦发银行有权提前终止结构性存款产品。

11、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

据、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债券或票据回购等，以及挂钩利率的期权产品。

（三）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型产品，安全性高，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风险水平较低。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

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

的安全性。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金融机构，不存在为本次交易专设的情

况。

（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554,914,779.32 1,593,838,750.04

负债总额 352,233,500.59 345,012,13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2,681,278.73 1,248,826,613.00

货币资金 244,790,943.28 180,985,071.67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第一季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97,614.93 20,456,528.02

（二）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为18,098.51万元，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

为6,0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33.15%。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

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

设，亦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本次委托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

产，收益计入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证本金的低风险产品，但结构性存款产品可能面临多重

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延迟兑付风险、流动性风险、再投资风险、募

集失败风险、信息传递风险及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2020年2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40,

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

产品，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公司授权总经理或总经理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文

件，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披露的《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6）。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注）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注）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42,100.00 20,600.00 1,389.2138 21,500.00

合计 42,100.00 20,600.00 1,389.2138 21,5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2,1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5.01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5.4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1,5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8,500.00

总理财额度 40,000.00

注：上表中“实际投入金额” 为最近12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单日最高余额；“实际收益” 为最近12个月内公司已赎回的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累计收

益。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人民

币21,500.00万元。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2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西部证

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2020年8月12日起，西部证券将代理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的销售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适用基金：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20001）；

财通多策略稳健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720002）；

财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720003）；

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100(ECPI� ESG)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00042）；

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17）；

财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00497）；

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480）；

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957，B类基金代码：002958）；

财通新视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851，C类基金代码005959）；

财通量化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157）；

财通集成电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502，C类基金代码：006503）：

财通量化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50）；

财通新兴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522，C类基金代码：006523）；

财通安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965，C类基金代码：006966）；

财通中证香港红利等权投资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06658，C类基金代码：

006659）；

财通行业龙头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06967，C类基金代码：006968）。

三、自2020年8月12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西部证券的指定方式办理基金账户的开户及上述基

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等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

易日的交易时间。

四、自2020年8月12日起，投资者通过西部证券指定方式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

期扣款金额最低为100元。 相关基金对定投起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投资者首次申购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代码：002958）基金份额最低金额为

5,000,000.00元。 若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所有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份

额不足500万份或某笔赎回导致该持有人在所有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份额少于500万份时，登记机

构自动将其在所有销售机构持有的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份额降级为财通财通宝货币

市场基金A类基金份额。

六、投资者可通过西部证券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1、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2

公司网址：www.westsecu.com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9888

网址：www.ctfund.com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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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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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

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775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

2020-039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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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公告日，中国华融持有公司64,471,891股A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7.06%，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所持股份来源为股权置换所得。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中国华融因自身经营需求， 拟减持不超过18,276,770股A

股，占公司总股本2%。减持期间为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按市场价格

进行减持。 减持方式是集中竞价。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京熊猫” ）于2020年8月11日收到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 ）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的书面文件，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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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64,471,891 7.06% 协议转让取得：64,471,89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674,800 0.07%

2020/3/11 ～

2020/3/16

11.00-12.30 2020年1月11日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不 超 过 ：18,

276,770股

不超过：2%

竞价交易减

持，不超过：

18,276,770

股

2020/9/2 ～

2021/3/1

按市场价格

协议转让（股权

置换所得）

自身经营需求

备注：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将对减持计划书中减持股

数进行相应除权处理。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是□否

公司控股股东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重组事宜完成后， 中国华融持有公司8,281.1667万

股A股， 占总股本的9.06%。 详见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2015年1月10日、6月18日、6月19日、8月7

日、8月18日、8月27日、10月27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相关公告（临2014-078、临2015-001、034、048、051、053、061）及相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华融承诺：自南京熊猫股份过户完成之日起6个月内，中国华融不减持、不转让所持股份；6

个月期满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行。承诺时间：2015年8月17日；期限：自该

等股份过户完成之日起6个月。

截止公告日，中国华融承诺已履行完毕。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中国华融承诺连续90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的1%。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中国华融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

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在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中国华融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609

证券简称：禾丰牧业 公告编号：

2020-051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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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现金管理受托方：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管理金额：5,000万元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盛京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20年第20期

●现金管理期限：2020年8月11日至2021年2月11日，期限6个月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0年4月24日，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禾丰牧

业”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

时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现金管理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定期存

款、结构性存款、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等）。 以上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

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

一、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1、2020年5月9日，公司与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购买盛

京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20-039）。 公司于2020年8月11日到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 收回本金5,000万元， 获得收益

47.278万元。

2、2020年5月9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

元购买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9）。 公司于2020年8月9日到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5,000万元，获得

收益43.125万元。

本次赎回产品的基本信息如下：

发行主体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益

率

赎回金额（万

元）

实际收益（万

元）

盛京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0年5月11

日

2020年8月11

日

1.65%-3.7% 5,000 47.278

上海浦发银

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5,000

2020年5月11

日

2020年8月9日 1.4%-3.45% 5,000 43.125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概况

（一）现金管理的目的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

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本次现金管理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1742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76,552,927股，发行价格10.16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777,777,738.32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8,851,552.75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68,926,185.57元。 上述资金于2019年4月18日全部到位，已经江苏苏亚金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苏亚验[2019]6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储。

截至2020年8月1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已累计投资金额（2020年8

月10日）

1 兰考禾丰-禽肉熟食加工 5,600.00 0.00

2 抚顺禾丰-上年种猪场 35,596.62 22,404.64

3 凌源禾丰-李家营子村种猪场 8,660.00 1,328.64

4 荷风种猪-种猪繁育基地建设 10,200.00 7,239.61

5 抚顺禾丰-关门山种猪场 16,836.00 9,030.00

合计 76,892.62 40,002.89

（三）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

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安

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盛京银行

银行理财

产品

盛京银行单位大

额存单2020年第

20期

5,000 3.80% - 6个月

固定

收益

- - 否

（四）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类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管理合同主要条款

盛京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20年第20期

（1）理财产品代码：DE2020201010020

（2）产品起息日：2020年8月11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2月11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8月11日

（5）理财本金：5,000万元

（6）预计年化收益率：3.8%

（7）产品期限：6个月

（二）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银行理财资金池

本次现金管理购买的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行为，能够确保募投项目资金安全，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为控制风险，公司选取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风险小，预期收益受风险因素影响较小。 在理财期间，公司将

与产品发行方保持紧密联系，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证资金安全。 独立董

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受托方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已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近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149,772,043.85 10,447,642,061.07

负债总额 2,650,280,580.86 3,375,409,637.12

净资产 5,698,139,557.54 6,129,390,491.71

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6月(未经审计)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1,111,605,966.58 451,396,027.78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现金管理业务，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

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

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

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的影响。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2020年4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现金管理类产品（包括但不

限于协定存款、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等）。 以上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

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

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发布的《禾丰牧业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现金管理

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304.020 0

2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6,000 168.850 0

3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74.100 0

4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3.125 0

5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7.278 0

6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 - 5,000

合计 35,000 30,000 637.373 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51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5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

特此公告。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88

债券代码：

128080

债券简称：顺丰转债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顺丰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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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赎回情况概述

（一）“顺丰转债”发行上市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9]1903号” 文核准，顺

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8日公开发行了5,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8亿元，期限六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

上[2019]786号”文同意，“顺丰转债” 于2019年12月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二）“顺丰转债”赎回概述

1、触发赎回的情形

“顺丰转债”于2020年5月22日进入转股期，转股起止日为2020年5月22日至2025年11月18日。

根据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顺丰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40.41元/股；2020年4月24日，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顺丰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40.41元/股调整为40.14元/股；2020年6月19日，因公司回

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顺丰转债” 的转

股价格由40.14元/股调整为40.15元/股。 最新有效转股价格为40.15元/股。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顺丰控股；股票代码：002352）自2020年5月22日至2020年7月6日的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顺丰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5月22日至6月

18日转股价格为40.14元/股，6月19日至7月6日的转股价格为40.15元/股）的130%（即分别为52.19

元/股、52.20元/股），已经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0年7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前赎回“顺丰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顺丰转债” 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顺丰转债” 。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顺丰转债”于2020年7月6日触发有条件赎回。

（2）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5个交易日内（即2020年7月7日至2020年7月13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4次赎回实施公告， 公司自2020年7月7日至2020年8月3日共

计发布了15次赎回实施的公告，通告“顺丰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自2020年8月4起，“顺丰转债”停止交易。

（3）2020年8月4日为“顺丰转债” 赎回日。 公司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交易

日：2020年8月3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顺丰转债” 。 自2020年8月4日起，“顺丰转债” 停止转股。

（4）2020年8月11日为赎回款到达“顺丰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

二、赎回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截至 2020年8月3日收市，“顺

丰转债” 尚有59,283张未转股，本次赎回数量为59,283张。 根据本次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有条

件赎回条款的约定，按照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顺丰转债” 。

赎回价格：100.14元/张（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含税），当期利率为0.20%），扣税后的赎

回价格以结算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本次赎回公司共计支付赎回款5,936,599.62元。

三、赎回影响

1、公司本次赎回“顺丰转债”面值总额为5,928,300元，占发行总额的0.1022%，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不会影响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2、截至2020年8月3日收市，“顺丰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144,311,758股。 因总股本

增加，短期内对公司的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四、摘牌安排

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顺丰转债” 继续流通或交易，“顺丰转债” 不再具备

上市条件而需摘牌。 自2020年8月12日起，公司发行的“顺丰转债”（债券代码：128080）将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摘牌，相关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最新股本结构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0年8月3日），公司最新的股本结构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可转债转股（股） 其他（股） 小计（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

流通股

68,616,708 1.55% 0 -2,170,972 -2,170,972 66,445,736 1.46%

二、无限售

流通股

4,345,694,211 98.45% 144,311,758 -11,250 144,300,508 4,489,994,719 98.54%

三、总股本 4,414,310,919 100.00% 144,311,758 -2,182,222 142,129,536 4,556,440,455 100.00%

注：本次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2020年5月21日（开始转股前一交易日）的股本情况。 公司可

转债存续期间股本变化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2020年第二季

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2020-065）。

六、咨询方式

1、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2、咨询电话：0755-36395338

3、传真：0755-36646688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89

债券代码：

128080

债券简称：顺丰转债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顺丰转债”摘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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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顺丰转债”赎回日：2020年8月4日

2、“顺丰转债” 摘牌日：2020年8月12日

一、赎回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9]1903号” 文核准，顺

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8日公开发行了5,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8亿元，期限六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

上[2019]786号”文同意，“顺丰转债”于2019年12月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并于2020年5月22日

进入转股期，转股起止日为2020年5月22日至2025年11月18日。

根据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顺丰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40.41元/股；2020年4月24日，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顺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40.41元/股调整为40.14元/股；2020年6月19日，因公司回

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顺丰转债” 的转

股价格由40.14元/股调整为40.15元/股。 最新有效转股价格为40.15元/股。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顺丰控股；股票代码：002352）自2020年5月22日至2020年7月6日的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顺丰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5月22日至6月

18日转股价格为40.14元/股，6月19日至7月6日的转股价格为40.15元/股）的130%（即分别为52.19

元/股、52.20元/股），已经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0年7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前赎回“顺丰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顺丰转债” 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顺丰转债” 。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赎回实施安排

1、“顺丰转债”于2020年7月6日触发有条件赎回。

2、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5个交易日内（即2020年7月7日至2020年7月13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4次赎回实施公告， 公司自2020年7月7日至2020年8月3日共计

发布了15次赎回实施的公告，通告“顺丰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3、自2020年8月4起，“顺丰转债”停止交易。

4、2020年8月4日为“顺丰转债”赎回日。 公司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2020年8月3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顺丰转债” 。 自2020年8月4日起，“顺丰转债”停止转股。

5、2020年8月11日为赎回款到达“顺丰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

三、摘牌安排

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顺丰转债” 继续流通或交易，“顺丰转债” 不再具备

上市条件而需摘牌。 自2020年8月12日起，公司发行的“顺丰转债”（债券代码：128080）将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最新股本结构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0年8月3日），公司最新的股本结构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可转债转股（股） 其他（股） 小计（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

流通股

68,616,708 1.55% 0 -2,170,972 -2,170,972 66,445,736 1.46%

二、无限售

流通股

4,345,694,211 98.45% 144,311,758 -11,250 144,300,508 4,489,994,719 98.54%

三、总股本 4,414,310,919 100.00% 144,311,758 -2,182,222 142,129,536 4,556,440,455 100.00%

注：本次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2020年5月21日（开始转股前一交易日）的股本情况。 公司可

转债存续期间股本变化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2020年第二季

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2020-065）。

五、咨询方式

1、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2、咨询电话：0755-36395338

3、传真：0755-36646688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