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线充电产业静待市场爆发

多家A股公司储备技术积极布局

本报记者 王荣

美国硅谷科技公司在普及高科技概念方面确有一手。 通过自身的用户基础，带动产业链联动，进而推动产业发展，特斯拉和苹果等国际巨头起着重要作用。

特斯拉日前宣布，公司经济型纯电动汽车Model3今年4月将开始发售，亮点是无线充电装置“免插充电系统”。 撩拨用户对无线充电想象力的还有苹果公司，其9月面试的新品有望采用无线充电技术。 在此背景下，A股市场相关概念公司躁动不已。 多家公司表示，无线充电方面技术已有储备，将积极进行战略布局。

市场逐渐放量

特斯拉表示，未来无线充电装置将用于所有特斯拉品牌车型。 充电时车辆停在充电板上，室内室外都可操作，适用温度为0至122华氏度（零下18至50摄氏度）。

无线充电就是用充电板取代充电线。 目前主流的无线充电核心技是“电磁感应技术”。 充电板（传输设备）线圈内的交变电流引起线圈周围的磁场变化，从而在汽车（接收器）线圈内产生感应电流进行充电。 这种方式充电效率较高，但要求汽车等设备和充电板贴合较近，距离稍远或错位，充电效率就会大幅下降。

全球首个推动无线充电技术的标准化组织———无线充电联盟推出的Qi标准是电磁感性技术的主导者。 据了解，2014年，支持Qi标准的设备数量达到5000万部；2015年，三星推出旗舰机型S6和S6 Edge，同时宜家家居及麦当劳和万豪连锁酒店等开始采用Qi标准设备，到2015年底符合Qi标准的设备预计达到1亿部。 这也意味着在大众市场的应用逐渐露出苗头。

Qi标准目前在中国市场的应用产品主要是手机。 在阿里巴巴上查询，可以找到1178条手机无线充电线圈产品。 无线充电联盟副主席邓蕴美表示，2017年，80%的汽车品牌都会有车型支持无线充电技术。 未来十年，整个无线充电市场规模会有4000%的增长。 “就像Wi-Fi网络一样，消费者在某个地点停留超过15分钟，手机就会主动寻找无线充电热点。 ”

技术不断完善

由于采用“电磁感应技术”难以实现远距离充电，对于智能手机等用户而言，要实现边使用手机边充电的效果目前尚有距离。

在全球范围，众多工程师正在开发远距离充电技术。 据媒体报道，苹果拟与Energous合作，为 iPhone研发一项名为WattUp的新技术，可以让电子设备在15英尺（约4.57米）距离实现无线充电。 据介绍，Energous的WattUp无线充电方案包括发送器和接收器两端，发送器放置在房间角落，当连有接收器的设备进入其发送范围，就会聚集射频电波为该设备充电。 接收器通过Wi-Fi和低功耗蓝牙（Bluetooth LE）定位并与发送器连接。

Energous公司表示，无线充电技术将在2016年或2017年实现商业化，这与iPhone7上市时间恰好吻合。 尽管苹果公司并未表态是否采用Energous的技术，有分析人士指出，若苹果采用该项无线充电技术能得以实现，这意味着无线充电空间自由度可以达到数米范围，将显著改善手机用户使用体验，并将打开电动车充电桩等领域应用空间。

“这一技术最大的隐患在于安全性。 ”业内人士介绍，其原理是通过传输设备和接收器之间磁场共振来传输能量，要求二者线圈磁场共振频率一致。 基于磁感应技术的无线充电设备产生的电磁波频率一般在400kHz以下，对人体威胁相对较小。 而基于磁共振的无线充电协议中规定的共振频率可以高达6.78MHz。 同时，为达到较好的充电效果，充电设备一般需较大输出功率。 这使得电磁辐射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目前无线充电技术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 市场研究机构Green分析认为，消费者对无线充电的满意度将持续增高，未来更多的消费者将希望自己的设备拥有无线充电功能。

期待需求放量

“随着无线充电市场打开，将形成下一个WiFi市场。 ”兴业证券分析师纪云涛指出，无论是消费电子还是电动汽车市场，对不间断用电的需求特征都决定了无线充电市场的庞大空间，且这两个市场本身还在不断快速增长。 有数据显示，2017年预计全球无线充电市场将达到73亿美元。

随着行业巨头纷纷进场，无线充电技术研发有了明星提升。 2011年开始，三星电子、LG、诺基亚、高通、飞利浦等纷纷加入，无线充电技术逐渐在消费电子类产品领域开始商用。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苹果公司采用这一技术，将对行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受与苹果合作的消息影响，Energous在美国证券市场被热炒。

就发展趋势来看，无线充电技术在消费电子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应用最为广泛。 新技术的逐渐完善将带来产业革新，特斯拉借助无线充电推广新车，而主导其无线充电技术的则是新兴科技企业Plugless。 该公司同时也是日产聆风和雪弗兰Volt电动车的无线充电设备提供商。

“硅谷的新技术通常能在A股市场找到对应标的。 ”有券商分析师指出，以无线充电Qi标准为例，标准相对完善，国内不少公司已成为其联盟成员。

事实上，A股市场不少公司已涉足无线充电领域。 雷柏科技在2011年8月就申请并受理了用于无线鼠标/耳麦的无线充电装置专利；2013年，公司推出了首款无线充电键盘。 硕贝德在2013年便披露，公司生产的无线充电器成功应用于中兴首款无线充电手机。 公司是最早加入无线充电联盟（WPC）的会员之一，并成立无线充电产品事业本部。 深桑达产品也是采用无线充电联盟（WPC）推出的标准。

顺络电子表示，公司无线充电线圈已经量产，正在市场推广期。 如果无线充电市场应用逐步打开，公司可率先受益。 兴业证券研究报告指出，立讯精密是苹果手表无线充电模块独家供货商。 未来若苹果手表放量后，将成为公司又一重要成长点。

继消费电子之后，可立克在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在无线充电方面已有技术储备，将积极进行战略布局，抓住机遇切入市场。 可立克主营业务为电子变压器和电感等磁性元件以及电源适配器、动力电池充电器和定制电源等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中兴新能源副总裁田锋介绍，仅2015年中兴通讯就投入近120亿元用于系统研发，其中就包括无线充电等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和产品方案。 公司在国内建立了13条商用线路，拥有44台搭载无线充电技术的汽车走在了路上。

关于新增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西部利得行业主题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签署

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2016年3月7日

起西部利得行业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673040） 新增东兴证券为销

售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东兴证券办理本

基金的开户、认购及相关业务的查询等。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

情况

1、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7-818（免长途

话费）；（021）38572666

� � � �网址：www.westleadfund.com

� � � � 2、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993（免长途

话费）

网址：www.dxzq.ne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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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

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3日

公司点评

立讯精密拓展应用领域

立讯精密主营连接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3C(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汽车和通讯设备等领域。 公司以连接器为核心，不断拓展应用领域。 作为苹果产业链公司，Apple watch采用无线充电，立讯精密成为其无线充电模块独家供货商。 2015年，Apple Watch出货量为1160万，立讯精密充分受益。

兴业证券分析师指出，无线充电不论是线圈还是模组对公司来说都是增量，与Iwatch匹配的lighting连接线是另一个增量。 随着无线充电技术的普及，三星等其他品牌手机将采用无线充电技术，公司将受益行业发展。

中兴通讯瞄准新能源汽车

今年1月，首钢股份与中兴通讯合作开发无线充电应用，新能源汽车是重要方向。 2014年，公司发布大功率无线充电公交商用示范线，并联合主要车厂和高校成立了无线输电产业联盟，加速新技术的推广。

目前公司与长城汽车等汽车生产厂家展开了合作。 2015年年底，15辆使用中兴无线充电技术的公交车在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投入了使用。 国泰君安分析师指出，无线充电是公司切入车辆网的抓手，通过普及无线充电，与各地政府、车企建立了合作关系。 无线充电技术还可与传统充电技术形成互补，发展潜力巨大。

硕贝德 通信终端天线龙头企业

硕贝德是通信终端天线龙头企业，2008年就进入无线充电领域，是最早加入无线充电联盟（WPC）的会员之一。

公司LDS（激光直接成型技术）工艺天线技术已成功运用到产品中；公司无线充电器成功应用于中兴首款无线充电手机，从单一渠道营销转变为与移动通信终端厂商配套开发相结合的模式。

目前无线充电器已实现量产并开始向苹果、三星销售。 但作为公司的新业务，目前仍未贡献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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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无线充电产业化加快

□本报记者 刘杨

作为电动汽车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前

提，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的建设备受关

注。除有线充电桩外，分析人士指出，万物

互通互联是大势所趋，充电产业会向无线

充电方向迁移。 随着无线充电技术的成

熟， 未来支持无线充电的设备会越来越

多，电动汽车将成为无线充电设备应用领

域最具潜力的市场。

实现“停车即充电”

目前充电问题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仍是瓶颈。相比于有线充电桩的诸多

局限，大功率无线充电技术可能对新能源

汽车产业起到推动作用。

据了解，无线充电技术主要是通过非

接触的电磁感应方式进行电力传输，通过

埋设于地表的一次线圈与固定于车辆底

盘的二次线圈的电磁耦合来传输电能，对

动力电池进行充电，具有安全环保、全自

动、免维护等一系列优点。

电磁感应式的优点是能够实现较大的

传输功率，传输效率可以达到90%。 中兴、

奔驰、 宝马等公司采用电磁感应式技术原

理研发无线充电。据介绍，中兴无线充电技

术源于非接触式无线电力输送技术， 通过

非接触的电磁感应方式进行电力传输，充

电车辆在充电停车位停泊后， 司机仅需在

车载PAD或手机客户端上点击“充电”按

钮，即可通过Wi-Fi自动接入通信网络，建

立起地面系统和车载系统的通路连接进行

充电，真正实现“停车即充电” 。

相比于有线充电桩占用土地资源、建

桩需与相关部门沟通、建设成本相对较高

等问题，无线充电设备占地小、充电过程

便利性高、大幅改善充电站管理和电动车

用户体验，可完全实现自动化运营。 同时

无线充电日常运营与维护经济性以及对

运行环境的要求比传统有线充电更低。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郑栅洁表示， 充电

桩国家标准发布以后， 要对存量也就是现

有充电桩进行全面改造。 另外也要加强一

些新技术，比如像无线充电标准的研究等。

分析人士指出， 这意味着无线充电技术有

望被引入到有线的充电桩中。 对无线充电

类企业而言，这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前景。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

A股市场方面，涉及无线充电概念的

公司包括万安科技、中兴通讯、深桑达、硕

贝德等。

目前，中兴通讯已将无线充电应用到

新能源汽车领域上，并打通了芯片、设备、

运营等相关层面。 今年1月末，中兴通讯

就与首钢携手合作开发无线充电应用，共

同打造 “无线充电+储能+立体停车+车

联网+风光发电” 的创新方案。

据了解，今年中兴在深圳机场建设的首

批300个公共充电桩投入运营，是中兴布局

充电运营战略的第一步。 未来公司会在无

线有线的一体化充电建设方面发力， 在机

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进行充电设施布局。

万安科技也正在积极布局无线充电

业务。 万安科技公告称，公司入股美国E-

vatran公司获得无线充电的核心技术，布

局电动车无线充电领域。 Evatran是一家

专业从事大功率无线充电系统技术研究

及充电产品设计、制造的公司，是电动车

大功率无线充电系统的制造商和供应商。

硕贝德的无线充电器产品也已研发

成功，并实现对苹果、三星等手机公司的

销售， 部分产品在汽车4S店的渠道中有

所拓展。 此外，顺络电子的电感材料可用

于无线充电领域， 可量产无线充电线圈，

并在汽车上得到应用；信维通信涉足无线

充电天线技术研发；立讯精密、深桑达A

等多家公司相关技术储备丰富。

市场逐渐放量

特斯拉表示， 未来无线充电装置将用于所有

特斯拉品牌车型。 充电时车辆停在充电板上，室内

室外都可操作，适用温度为0至122华氏度（零下

18至50摄氏度）。

无线充电就是用充电板取代充电线。 目前主

流的无线充电核心技术是“电磁感应技术” 。 充电

板（传输设备）线圈内的交变电流引起线圈周围

的磁场变化，从而在汽车（接收器）线圈内产生感

应电流进行充电。 这种方式充电效率较高，但要求

汽车等设备和充电板贴合较近，距离稍远或错位，

充电效率就会大幅下降。

全球首个推动无线充电技术的标准化组

织———无线充电联盟推出的Qi标准是电磁感性技

术的主导者。 据了解，2014年，支持Qi标准的设备

数量达到5000万部；2015年， 三星推出旗舰机型

S6和S6� Edge， 同时宜家家居及麦当劳和万豪连

锁酒店等开始采用Qi标准设备， 到2015年底符合

Qi标准的设备预计达到1亿部。这也意味着在大众

市场的应用逐渐露出苗头。

Qi标准目前在中国市场的应用产品主要是手

机。在阿里巴巴上查询，可以找到1178条手机无线

充电线圈产品。 无线充电联盟副主席邓蕴美表示，

2017年，80%的汽车品牌都会有车型支持无线充

电技术。 未来十年， 整个无线充电市场规模会有

4000%的增长。“就像Wi-Fi网络一样，消费者在

某个地点停留超过15分钟， 手机就会主动寻找无

线充电热点。 ”

无线充电产业静待市场爆发

多家A股公司储备技术积极布局

□本报记者 王荣

美国硅谷科技公司在普及高科技概

念方面确有一手。 通过自身的用户基础，

带动产业链联动，进而推动产业发展，特

斯拉和苹果等国际巨头起着重要作用。

特斯拉日前宣布，公司经济型纯电

动汽车Model3今年4月将开始发售，亮

点是无线充电装置 “免插充电系统” 。

撩拨用户对无线充电想象力的还有苹

果公司， 其9月面试的新品有望采用无

线充电技术。在此背景下，A股市场相关

概念公司躁动不已。 多家公司表示，无

线充电方面技术已有储备，将积极进行

战略布局。

期待需求放量

“随着无线充电市场打开， 将形成下一个

WiFi市场。 ”兴业证券分析师纪云涛指出，无论是

消费电子还是电动汽车市场， 对不间断用电的需

求特征都决定了无线充电市场的庞大空间， 且这

两个市场本身还在不断快速增长。 有数据显示，

2017年预计全球无线充电市场将达到73亿美元。

随着行业巨头纷纷进场， 无线充电技术研发

有了明星提升。 2011年开始，三星电子、LG、诺基

亚、高通、飞利浦等纷纷加入，无线充电技术逐渐

在消费电子类产品领域开始商用。 业内人士表示，

如果苹果公司采用这一技术， 将对行业产生巨大

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受与苹果合作的消息影响，

Energous在美国证券市场被热炒。

就发展趋势来看， 无线充电技术在消费电子

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应用最为广泛。 新技术的逐

渐完善将带来产业革新， 特斯拉借助无线充电推

广新车， 而主导其无线充电技术的则是新兴科技

企业Plugless。 该公司同时也是日产聆风和雪弗

兰Volt电动车的无线充电设备提供商。

“硅谷的新技术通常能在A股市场找到对应

标的。” 有券商分析师指出，以无线充电Qi标准为

例，标准相对完善，国内不少公司已成为其联盟

成员。

事实上，A股市场不少公司已涉足无线充电领

域。雷柏科技在2011年8月就申请并受理了用于无

线鼠标/耳麦的无线充电装置专利；2013年， 公司

推出了首款无线充电键盘。 硕贝德在2013年便披

露， 公司生产的无线充电器成功应用于中兴首款

无线充电手机。 公司是最早加入无线充电联盟

（WPC）的会员之一，并成立无线充电产品事业本

部。深桑达产品也是采用无线充电联盟（WPC）推

出的标准。

顺络电子表示， 公司无线充电线圈已经量产，

正在市场推广期。 如果无线充电市场应用逐步打

开，公司可率先受益。兴业证券研究报告指出，立讯

精密是苹果手表无线充电模块独家供货商。未来若

苹果手表放量后，将成为公司又一重要成长点。

继消费电子之后，可立克在互动平台上表示，

公司在无线充电方面已有技术储备， 将积极进行

战略布局，抓住机遇切入市场。 可立克主营业务为

电子变压器和电感等磁性元件以及电源适配器、

动力电池充电器和定制电源等产品的开发、 生产

和销售。

中兴新能源副总裁田锋介绍， 仅2015年中兴

通讯就投入近120亿元用于系统研发，其中就包括

无线充电等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和产品方案。 公

司在国内建立了13条商用线路， 拥有44台搭载无

线充电技术的汽车走在了路上。

技术不断完善

由于采用“电磁感应技术” 难以实现远距离

充电，对于智能手机等用户而言，要实现边使用手

机边充电的效果目前尚有距离。

在全球范围，众多工程师正在开发远距离充电

技术。 据媒体报道，苹果拟与Energous合作，为i-

Phone研发一项名为WattUp的新技术，可以让电

子设备在15英尺（约4.57米）距离实现无线充电。

据介绍，Energous的WattUp无线充电方案包括

发送器和接收器两端， 发送器放置在房间角落，当

连有接收器的设备进入其发送范围，就会聚集射频

电波为该设备充电。接收器通过Wi-Fi和低功耗蓝

牙（Bluetooth� LE）定位并与发送器连接。

Energous公司表示，无线充电技术将在2016

年或2017年实现商业化，这与iPhone7上市时间恰

好吻合。 尽管苹果公司并未表态是否采用Ener-

gous的技术，有分析人士指出，若苹果采用该项

无线充电技术能得以实现， 这意味着无线充电空

间自由度可以达到数米范围， 将显著改善手机用

户使用体验， 并将打开电动车充电桩等领域应用

空间。

“这一技术最大的隐患在于安全性。 ”业内人

士介绍， 其原理是通过传输设备和接收器之间磁

场共振来传输能量， 要求二者线圈磁场共振频率

一致。 基于磁感应技术的无线充电设备产生的电

磁波频率一般在400kHz以下，对人体威胁相对较

小。 而基于磁共振的无线充电协议中规定的共振

频率可以高达6.78MHz。 同时，为达到较好的充电

效果，充电设备一般需较大输出功率。 这使得电磁

辐射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目前无线充电技术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 市

场研究机构Green分析认为，消费者对无线充电的

满意度将持续增高， 未来更多的消费者将希望自

己的设备拥有无线充电功能。

证券简称

去年净利润

（万元）

净利润

(同比增长率)�%

主营产品类型

顺络电子

26,337.7922 23.7604

电子元器件

信维通信

22,688.1327 259.6400

电子元器件、通信线缆

立讯精密

107,744.6942 71.0100

电子元器件

深桑达

A

变电设备、电话机及配件、电子测试

和测量仪器、电子元器件等

硕贝德

-10,335.1122 -289.5200

电子元器件

中兴通讯

377,857.0000 43.4800

传输设备、电子元器件、服务器与工

作站、计费结算系统、交换设备、接入设

备、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等

劲胜精密

-45,984.2307 -718.5100

其他消费电子产品

安洁科技

29,907.8285 137.0200

玻璃制品、电脑配件、电子元器件、高

分子聚合物

可立克

5,754.3072 -1.7300

电子元器件

万安科技

9,286.0453 24.0900

车身及外观设备、 大型购物中心、发

动机设备、制动设备、住宅楼盘

硕贝德 通信终端天线龙头企业

硕贝德是通信终端天线龙头企

业，

2008

年就进入无线充电领域 ，是

最早加入无线充电联盟（

WPC

）的会

员之一。

公司

LDS

（激光直接成型技术）工艺

天线技术已成功运用到产品中；公司无线

充电器成功应用于中兴首款无线充电手

机，从单一渠道营销转变为与移动通信终

端厂商配套开发相结合的模式。

目前无线充电器已实现量产并开始

向苹果、三星销售。但作为公司的新业务，

目前仍未贡献利润。（王荣）

■ 公司点评

立讯精密拓展应用领域

立讯精密主营连接器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

3C(

电脑、通讯、消

费电子

)

、汽车和通讯设备等领域。公司以

连接器为核心，不断拓展应用领域。 作为

苹果产业链公司，

Apple watch

采用无线

充电，立讯精密成为其无线充电模块独家

供货商。

2015

年，

Apple Watch

出货量为

1160

万，立讯精密充分受益。

兴业证券分析师指出，无线充电不论

是线圈还是模组对公司来说都是增量，与

Iwatch

匹配的

l ighting

连接线是另一个增

量。 随着无线充电技术的普及，三星等其

他品牌手机将采用无线充电技术，公司将

受益行业发展。

部分无线充电概念公司业绩情况

中兴通讯瞄准新能源汽车

今年

1

月，首钢股份与中兴通讯合作

开发无线充电应用， 新能源汽车是重要

方向。

2014

年，公司发布大功率无线充电

公交商用示范线， 并联合主要车厂和高

校成立了无线输电产业联盟， 加速新技

术的推广。

目前公司与长城汽车等汽车生产厂家

展开了合作。

2015

年年底，

15

辆使用中兴无

线充电技术的公交车在北京亦庄经济开发

区投入了使用。国泰君安分析师指出，无线

充电是公司切入车辆网的抓手， 通过普及

无线充电，与各地政府、车企建立了合作关

系。 无线充电技术还可与传统充电技术形

成互补，发展潜力巨大。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制表

/

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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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2016023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票面利率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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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长园集团"）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含12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020号文核准。 本期基础发行规模为

7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5亿元。

2016年3月3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

价。 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

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4.50%。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6年3月4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本期

债券 （简称为"16长园01"）。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考2016年3月3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6年3月4日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073号"文核准，新疆

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获准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8亿元的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 根

据《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发行公告（面向合格投资者）》，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

券"）的发行规模为2亿元。本期债券为7年期品种，附第5年末发行人调整票

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人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3日在网下向

合格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询价簿记结

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为3.98%。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6年3月4日-2016年3月7日面向合格

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2016年3月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公告（面向合格投

资者）》。

特此公告。

发行人：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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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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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茂集团” ）函告，获悉华茂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华茂集

团

否 60,000,000 2016年3月2日 2016年9月1日

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

公司

26.32% 融资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茂集团持有本公司228,000,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85%；上

述股份累计被质押173,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44%。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4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华金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 ）协商一致，决定于2016年3月7日起增加华金证

券为本公司代销机构，代销本公司旗下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基金代码：166105），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并通

过华金证券认购或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

二、业务咨询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www.huajinsc.cn/ 4008211357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fscinda.com 4008888118/0755-8316016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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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敬请投资人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