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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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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通知以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于2014年10月24日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

上午10:00在前埔路168号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获得全

体董事确认。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张泉先生、魏罡先生、白知朋

先生、刘远立先生以通讯的方式参加会议。公司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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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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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30,000.00

万元（指人民币元，下同）作为核心发起人之一参股厦门市民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暂定

名，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厦民投” ）。 厦民投由厦门总商会牵头组

织，20名股东共同现金出资设立，注册资本300,000.00万元，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

30,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0%。

（二）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本次投资金额未超出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不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当前主业未来的发展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厦民投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厦门市民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

准)；

2、注册资本：300,000.00万元；

3、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

（二）出资方式与期限

股东采用货币出资方式设立厦民投。 公司亦以现金出资，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不直

接或间接使用募集资金。

所认缴的注册资本分期于厦民投成立之日起50年内缴足。 厦民投注册资本将实现认

缴制，分期到位，其中第一期到资比例为5.00%，剩余资金将根据项目进展分批到位。

（三）经营范围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除外）。

（四）核心发起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厦民投系由公司及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福信集团有限公司等20名发起股东共同

发起设立。 其中核心发起股东7名，其持股比例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发起人

（

股东

）

名称 认缴出资 股比

1

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58,000.00 19.33%

2

福信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0 13.33%

3

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0 11.67%

4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0 11.67%

5

厦门蒙发利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10.00%

6

厦门海创联合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 10.00%

7

福建省联谊对外合作交流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 10.00%

合 计

258,000.00 86.00%

本次厦民投的其他发起人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厦民投发起人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投资项目落实需要过程，为尽可能实现资金的充分利用，减轻部分发起人

的资金压力，公司资本将实现认缴制，分期到位，其中第一期为出资比例的5.00%，剩余资

本将根据项目进展缴纳。 在有权审批部门审批通过之后，根据资金缺口，公司将发出书面

缴款通知，发起人需按所占股比在一个月内缴清。

（二）因各种原因导致申请设立公司已不能体现全体发起人意愿时，经全体发起人一

致同意， 可停止申请设立公司， 因筹备设立公司所产生的有正规票据作为财务凭证的费

用，由所有发起人(股东)按出资比例分担。

（三）在公司运作方式上，采用“公司制为体，基金制为辅” 的运作方式，对公司所投

项目，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成立基金进行投资，对所投项目出资比例不低于30.00%，

其他资金可向有限合伙人募集，有限合伙人优先从公司股东中选择确定。

（四）违约责任：发起人及其所有股东未按协议交纳所认缴的出资，应承担违约责任，

逾期者需按逾期应缴金额×1.00‰/日计缴滞纳金， 所得滞纳金部分计入公司营业外收

入。

四、本次投资的背景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2014年6月份，厦门市委、市政府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出台了《关于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家和厦门市在政策层面上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

持力度不断加大，民营企业将迎来投资的好时机。

在此背景下，厦门总商会成立厦民投旨在聚合厦门近二十家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搭建

广阔的平台，以达到拓宽民营企业的经营资源与渠道，助力于民营企业业绩的增长。

公司自2012年提出了走品牌、渠道发展道路，从按摩器具行业向大健康领域拓展的战

略目标，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初步实现从“OEM” 向“OBM” 的

转型，盈利能力获得进一步增强。 在此转型发展过程中，公司参股厦民投的价值与意义在

于通过这一良好的平台，进一步拓宽公司的经营资源与渠道，加快公司品牌与大健康战略

的发展，最终实现公司经营质量的提升。

本次投资将占用部份公司自有资金，可能导致公司现金流减少。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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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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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14年10月28日上午9点在厦门市

湖滨南路62号建设科技大厦9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10月23日

以OA邮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设立厦门市民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参股的厦门市民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集厦门主

要民营企业的资金、资源、人才和管理等优势，可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共同

携手发展；将获得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以更大的平台对接政府重大经营性基

础设施、社会事业及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造，参与产业

园建设，积极为福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

参股设立厦门市民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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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设立厦门市民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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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1、投资基本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

资金5,000万元（指人民币元，下同）参股厦门市民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暂

定名，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厦民投” ）。 厦门市民合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由厦门总商会牵头组织，20名股东共同现金出资设立， 注册

资本拟为30亿元， 其中，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5,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6667%。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4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参股设立厦门市民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议

案》。 本次投资金额未超出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对公司当前主业未来的发展不构成重大影响。

4、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厦民投基本情况：

(1)名称：厦门市民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30亿元；

(3)注册地址：厦门市；

(4)经营范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5)出资期限：所认缴的注册资本分期于厦民投成立之日起50年内缴足。

厦民投注册资本将实现认缴制，分期到位，其中第一期到资比例为5%，剩余资

金将根据项目进展分批到位。

2、出资方式：

由股东采用货币出资方式设立厦民投。

3、股东构成：

厦民投的发起人包括本公司、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福信集团有限公

司、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厦眼科医院集团有限公司等19家法人机构和1

名自然人。

除本公司外的其他发起人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投资的背景、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消除各种隐性壁

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2014年6月，厦门市委、

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家和厦门市在政

策层面上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民营企业将迎来投资的好时

机。

公司参股的厦民投聚集厦门主要民营企业的资金、资源、人才和管理等优

势，可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共同携手发展；将获得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以

更大的平台对接政府重大经营性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及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参

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造，参与产业园建设，积极为福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二）存在的风险

1、投资设立新公司将占用公司自有资金，可能导致公司现金流减少，增加

财务风险。

2、厦民投设立后，运营筹备及业务拓展需要一定时间，在短时间内尚不能

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第一期投资仅为5,000万元出资的5%，投资规模较小，预计不会对

公司2014年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带来明显的影响。

四、其他

鉴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根据该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参股设立厦门市民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3、《厦门市民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

发行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0月29日(T+2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合肥合锻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269

、

469

、

669

、

869

、

069

末

“

4

”

位数

8083

、

5583

、

3083

、

0583

末

“

5

”

位数

77860

、

97860

、

57860

、

37860

、

17860

、

57733

、

07733

末

“

6

”

位数

862622

末

“

7

”

位数

5512375

、

2601860

、

4908903

、

2012831

、

4849685

、

5911021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有40,500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

司A股股票。

发行人：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30日

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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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2014

年

9

月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依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发布。

一．投资账户简介

一代投资连结产品：下设积极、平衡、安全、稳健、指数加强五个投资账户，积极、平衡、安全账户设立

时间均为2007年4月9日，稳健、指数加强账户设立时间均为2010年4月12日。

(一) 海康积极型投资账户

投资风格特征描述：本账户积极投资于股票型基金，分享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快速成长的果实；

投资品种：各类开放和封闭式基金，债券和银行存款；

投资对象比例：股票型基金20%-100%，债券或债券型基金0%-80%，现金或其他现金管理工具不高

于10%；

主要风险：国内A股的市场波动风险、基金公司的管理风险。

(二) 海康平衡型投资账户

投资风格特征描述：本账户在确保投资一部分固定收益产品的前提下，适当追求在资本市场的收益；

投资品种：各类开放和封闭式基金，债券和银行存款；

投资对象比例：债券或债券型基金不低于50%，股票型基金0-50%，现金或其他现金管理工具不高于

10%；

主要风险：国内A股的市场波动风险、基金公司的管理风险、利率风险以及通货膨胀风险。

(三) 海康安全型投资账户

投资风格特征描述：本账户在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基础上追求稳定的收益；

投资品种：现金、货币市场基金、短期国债回购、1年内短期债券和银行存款等

投资对象比例：货币基金、国债回购以及其他现金管理工具不低于70%，短期企业债（含融资券）不

高于20%；

银行存款不高于20%，现金不高于10%；

主要风险：少量的利率风险和一部分企业的信用风险。

(四)海康稳健型投资账户

投资风格特征描述：本账户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使客户的本金得到安全稳定的增长；

投资品种：银行间和交易所的各类债券，债券型基金，回购，货币市场基金，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提供的

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 其中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指货币类和债券类产品，主要资产投入国债、金融

债、企业债、存款、货币工具以及低风险的一级市场新股申购等等，投资于二级市场股票的比重不得超过

20%。 此外，稳健型账户不得投资于赎回周期超过T+5天的基础设施债权计划、股票增发等品种；

投资对象比例： 该账户中债券与债券基金占账户总值80%到95%， 现金或现金管理工具不得低于

5%。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提供的固定收益类产品视为债券类资产。 国内评级AAA以下的债券单个不得超

过账户总值的10%，累计不得超过50%。 单个基金品种或单个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不得超过30%；

主要风险：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利率风险、信用产品的信用风险、基金或保险资产管理人的能力和道

德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五)海康指数加强型投资账户

投资风格特征描述：本账户主要投资于指数化基金或其他指数投资产品，力求基本跟随指数波动，并

适当控制风险；

投资品种：各类股票指数投资基金，在需要控制风险的情况下，也可配置限定比例的其他证券投资基

金；

投资对象比例：该账户中指数化基金或其他指数化投资产品占账户总值70%至100%。 非指数化投资

产品，包括其他类型的股票基金、债券基金、现金管理工具等投资不得超过30%。 单个基金品种不得超过

30%；

主要风险：股票市场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基金或保险资产管理人的能力和道德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二代投资连结产品：下设精彩、成长、安逸三个投资账户，账户设立时间均为2007年9月28日。

(一) 海康精彩型投资账户

投资风格特征描述：本账户积极投资于股票型基金，分享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快速成长的果实；

投资品种：各类开放和封闭式基金，债券和银行存款；

投资对象比例：股票型基金20%-100%，债券或债券型基金0%-80%，现金或其他现金管理工具不高

于10%；

主要风险：国内A股的市场波动风险、基金公司的管理风险。

(二) 海康成长型投资账户

投资风格特征描述：本账户在确保投资一部分固定收益产品的前提下，适当追求在资本市场的收益；

投资品种：各类开放和封闭式基金，债券和银行存款；

投资对象比例：债券或债券型基金不低于50%，股票型基金0-50%，现金或其他现金管理工具不高于

10%；

主要风险：国内A股的市场波动风险、基金公司的管理风险、利率风险以及通货膨胀风险。

(三) 海康安逸型投资账户

投资风格特征描述：本账户在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基础上追求稳定的收益；

投资品种：现金、货币市场基金、短期国债回购、1年内短期债券和银行存款等

投资对象比例：货币基金、国债回购以及其他现金管理工具不低于70%，短期企业债（含融资券）不

高于20%；

银行存款不高于20%，现金不高于10%；

主要风险：少量的利率风险和一部分企业的信用风险。

二．投资账户财务状况摘要

一代投连账户资产负债表

2014

年

9

月

30

日

积极型投资账户 平衡型投资账户 安全型投资账户 指数型投资账户 稳健型投资账户

资产

银行存款与现金

57,446.56 40,730.97 102,144.12 10,603.77 33,364.12

应收利息

20.86 9.85 3.69 1.27 6.37

基金投资

156,879,653.18 44,438,468.75 10,334,702.76 6,668,056.51 166,089.02

应收结算款

1,098,732.40 351,260.63 -69,716.19 - -

总计

158,035,853.00 44,830,470.20 10,367,134.38 6,678,661.55 199,459.51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

负债

应付结算款

1,876,357.39 287,871.18 22,909.98 - 9,475.58

应付资产管理费

190,853.47 54,503.57 6,897.21 8,148.33 166.25

应付资产托管费

30,565.72 8,969.04 2,079.39 1,281.37 34.40

负债小计

2,097,776.58 351,343.79 31,886.58 9,429.70 9,676.23

所有者权益

投入资金

161,294,656.64 44,688,635.75 10,366,412.93 6,669,231.85 189,783.28

未实现利润

-5,356,580.22 -209,509.34 -31,165.13 - -

所有者权益小计

（

账户

价值

）

155,938,076.42 44,479,126.41 10,335,247.80 6,669,231.85 189,783.28

总计

158,035,853.00 44,830,470.20 10,367,134.38 6,678,661.55 199,459.51

二代投连账户资产负债表

2014

年

9

月

30

日

精彩型投资账户 成长型投资账户 安逸型投资账户

资产

银行存款与现金

16,123.97 71,264.53 75,408.58

应收利息

13.04 7.80 2.12

基金投资

62,352,390.53 2,861,429.61 1,685,790.68

应收结算款

531,000.00 - -54,642.49

总计

62,899,527.54 2,932,701.94 1,706,558.89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

负债

应付结算款

380,849.98 - 4,020.13

应付资产管理费

101,849.80 4,792.48 1,437.64

应付资产托管费

12,360.4 604.87 359.81

负债小计

495,060.18 5,397.35 5,817.58

所有者权益

投入资金

67,761,047.58 3,140,081.51 1,731,906.44

未实现利润

-5,356,580.22 -212,776.92 -31,165.13

所有者权益小计

（

账户价值

） 62,404,467.36 2,927,304.59 1,700,741.31

总计

62,899,527.54 2,932,701.94 1,706,558.89

三．各账户各年度投资回报率

一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9月30日

账户种类

2013

年底卖出价

9

月

30

日卖出价 截至

9

月

30

日收益率

积极型

1.0854 1.1750 +8.26%

平衡型

1.2087 1.3089 +8.29%

安全型

1.1360 1.1656 +2.61%

稳健型

1.0530 1.1629 +10.44%

指数加强型

0.8648 0.9356 +8.19%

一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12年12月3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2012

年底卖出价

2013

年底卖出价

2013

年全年收益率

积极型

0.9929 1.0854 +9.32%

平衡型

1.1924 1.2087 +1.37%

安全型

1.0996 1.1360 +3.31%

稳健型

1.0206 1.0530 +3.17%

指数加强型

0.9110 0.8648 -5.07%

一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11年12月3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2011

年底卖出价

2012

年底卖出价

2012

年全年收益率

积极型

0.9473 0.9929 +4.81%

平衡型

1.1411 1.1924 +4.50%

安全型

1.0651 1.0996 +3.24%

稳健型

0.9152 1.0206 +11.52%

指数加强型

0.8592 0.9110 +6.03%

一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10年12月3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2010

年底卖出价

2011

年底卖出价

2011

年全年收益率

积极型

1.2298 0.9473 -22.97%

平衡型

1.2831 1.1411 -11.07%

安全型

1.0373 1.0651 +2.68%

稳健型

0.9582 0.9152 -4.49%

指数加强型

1.1057 0.8592 -22.29%

一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09年12月31日至2010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2009

年底卖出价

2010

年底卖出价

2010

年全年收益率

积极型

1.1923 1.2298 +3.15%

平衡型

1.2688 1.2831 +1.13%

安全型

1.0344 1.0373 +0.28%

因投连稳健型账户和指数加强型账户为2010年4月12日新成立， 故报告期间为2010年4月13日至

2010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4

月

13

日卖出价

2010

年底卖出价

2010

年全年收益率

稳健型

1.0000 0.9582 -4.18%

指数加强型

1.0000 1.1057 +10.57%

一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08年12月3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2008

年底卖出价

2009

年底卖出价

2009

年全年收益率

积极型

0.7936 1.1923 +50.24%

平衡型

1.0844 1.2688 +17.00%

安全型

1.0302 1.0344 +0.41%

一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07年12月31日至2008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2007

年底卖出价

2008

年底卖出价

2008

年全年收益率

积极型

1.4216 0.7936 -44.18%

平衡型

1.2216 0.9744 -20.24%

安全型

1.0100 1.0302 +2.00%

一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07年04月10日至2007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4

月

10

卖出价

2007

年底卖出价

2007

年全年收益率

积极型

1.0000 1.4216 +42.16%

平衡型

1.0000 1.2216 +22.16%

安全型

1.0000 1.0100 +1.00%

二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9月30日

账户种类

2013

年底卖出价

9

月

30

日卖出价 截至

9

月

30

日收益率

精彩型

0.8125 0.8661 +6.60%

成长型

0.9540 1.0285 +7.81%

安逸型

1.1149 1.1441 +2.62%

二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12年12月3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2012

年底卖出价

2013

年底卖出价

2013

年全年收益率

精彩型

0.7722 0.8125 +5.22%

成长型

0.9206 0.9540 +3.63%

安逸型

1.0876 1.1149 +2.51%

二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11年12月3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2011

年底卖出价

2012

年底卖出价

2012

年全年收益率

精彩型

0.7453 0.7722 +3.61%

成长型

0.9005 0.9206 +2.23%

安逸型

1.0607 1.0876 +2.54%

二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10年12月3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2010

年底卖出价

2011

年底卖出价

2011

年全年收益率

精彩型

0.8605 0.7453 -13.39%

成长型

1.0472 0.9005 -14.01%

安逸型

1.0356 1.0607 +2.42%

二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09年12月31日至2010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2009

年底卖出价

2010

年底卖出价

2010

年全年收益率

精彩型

0.8474 0.8605 +1.55%

成长型

0.9678 1.0472 +8.20%

安逸型

1.0291 1.0356 +0.63%

二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08年12月3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2008

年底卖出价

2009

年底卖出价

2009

年全年收益率

精彩型

0.5903 0.8474 +43.55%

成长型

0.9167 0.9678 +5.57%

安逸型

1.0248 1.0291 +0.42%

二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07年12月31日至2008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2007

年底卖出价

2008

年底卖出价

2008

年全年收益率

精彩型

1.0290 0.5903 -42.63%

成长型

1.0143 0.9167 -9.62%

安逸型

1.0047 1.0248 +2.00%

二代投连账户报告期间：2007年9月28日至2007年12月31日

账户种类

9

月

28

卖出价

2007

年底卖出价

2007

年全年收益率

精彩型

1.0000 1.0290 +2.90%

成长型

1.0000 1.0143 +1.43%

安逸型

1.0000 1.0047 +0.47%

四．投资账户资产估值原理

投连账户投资资产估值以资产当天买入价或资产当天净值来计算所有投资资产的价值，并减去在评

估日发生的交易费用和税金。

(一)有市价的投资

投资按照交易日入账。 若当日无交易，则以最近一日的资产收盘买入价/卖出价计算。

(二)无市价的投资

投资初始时按成本价（包括印花税、佣金和其他相关费用）入账，日后每隔一段时间由专业人士再做

评估。

(三)现金和存款

存款按本金加上应计利息计算。

(四)应收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

1、 应收申购款

2、 预付款

3、 按票面价值和利率计提的债券利息

4、 由于投资引起的应收券商款项

五．投资账户回报率计算公式

期间回报率=（期末价格-期初价格）/期初价格

六．报告期末股票资产情况

目前各账户未投资股票

七．报告期末债券资产情况

目前各账户未投资债券

八．报告期末基金资产情况

至2014年9月30日，八个投资账户基金投资明细为：

账户名称 资产类别 资产净值 投资占比

积极型账户

股票型基金

156,879,653.18 99.27%

银行存款与现金

1,156,178.96 0.73%

平衡型账户

债券型基金

27,203,103.68 60.68%

股票型基金

17,235,365.03 38.45%

银行存款与现金

391,991.60 0.87%

安全型账户

货币型基金

10,334,702.73 99.69%

银行存款与现金

32,427.93 0.31%

稳健型账户

债券型基金

166,089.01 83.25%

银行存款与现金

33,418.12 16.75%

指数加强型账户

股票型基金

6,668,056.50 99.84%

银行存款与现金

10,603.77 0.16%

精彩型账户

股票型基金

49,385,629.35 78.52%

债券型基金

12,966,761.20 20.61%

银行存款与现金

547,123.97 0.87%

成长型账户

债券型基金

1,526,496.38 52.05%

股票型基金

1,334,933.23 45.52%

银行存款与现金

71,264.53 2.43%

安逸型账户

货币型基金

1,685,790.67 98.78%

银行存款与现金

20,766.09 1.22%

九．投资账户托管银行情况

我司已与工商银行签署了合作协议，并于2011年7月将投连账户正式托管于该行。

本报告期内，各账户收取托管费金额如下：

积极型 平衡型 安全型 稳健型 指数加强型

一代投连

80,595.46 24,348.57 5,649.49 101.16 3,204.48

精彩型 成长型 安逸型

二代投连

32,414.93 1,649.28 983.92

十．投资账户的管理费用

本公司按照投资账户净值的一定比例收取投资账户管理费。

海康积极型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1.5%；

海康平衡型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1.5%；

海康安全型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0.8%；

海康稳健型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1.0%；

海康指数加强型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1.5%。

海康精彩型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2.0%；

海康成长型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2.0%；

海康安逸型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1.0%。

投资账户管理费于投资账户资产评估时扣除，将体现在投资单位价格内，计算方法如下：

本报告期内，各账户收取管理费金额如下：

积极型 平衡型 安全型 稳健型 指数加强型

一代投连

1,135,679.50 340,647.16 42,036.44 903.39 45,690.60

精彩型 成长型 安逸型

二代投连

609,964.05 30,730.68 9,176.8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召

开了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2014年11月18日（星期二）上午10点。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6、出席对象：截止2014年11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年度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

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北京西西友谊酒店会议中心（北京市西城区西单

北大街109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2、《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持法人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

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

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信函登记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2、登记时间：2014年11月17日，上午8：30到11：30，下午1：30

到5时。

3、登记地点：广东省潮州市城新西路金发园C幢202室

邮编：521000� � � � � �电话：0768-2268969�

� � 传真：0768-2297613� � 联系人：郭臻 许岳芝

4、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3）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

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

（4）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

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

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其他事项：

1、会议咨询： 0768-2268969。

2、会议费用：会议时间半天，与会人员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本公司） 作为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东，委托股东大会主席或委托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

本人（本公司）出席2014年11月18日召开的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根据《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 （T+2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宁波精达成形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位数 944，694，444，194

末“4”位数 5842，8342，3342，0842

末“5”位数

79295，91795，66795，54295，

41795，29295，16795，0429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8,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1,000 股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

发行人：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

30

日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