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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03

证券名称：金宇车城 公告编号：

2018-94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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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到期失效的公告》,因文本有误，现更正披露如下：

更正前：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12月12日、2018年12月29日

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及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相关议案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以上内容详见2018年12月14日、12月29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内容。

更正后：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2日、2017年12月29日

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及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相关议案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以上内容详见2017年12月14日、12月3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内容。

除以上更正外，其余内容不变。 更新后的《关于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到期失效的公告》将与

本公告同时披露，请广大投资者以公司更新后的公告为准。 公司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

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临

2018-40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中国石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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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部分财经媒体报道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联合石化” ）疑似发生交易亏损

且主要负责人已因工作原因停职

2.�联合石化总经理陈波先生和党委书记詹麒先生因工作原因停职，本公司正在评估具体情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或“本公司” ）董事会关注到，部分财经媒体报道联

合石化疑似发生交易亏损且主要负责人已因工作原因停职。

联合石化为中国石化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原油及石化产品贸易。 本公司了解到联合石化在某些原

油交易过程中因油价下跌产生部分损失，本公司正在评估具体情况。 联合石化总经理陈波先生和党委书

记詹麒先生因工作原因停职，由副总经理陈岗先生主持行政工作。

目前，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8年12月27日

股票简称：

*ST

椰岛 股票代码：

600238

编号：

2018-132

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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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7日，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南椰岛” ）披露了《海

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编号：2018-131号）。根据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国资” ）相关函件内容：海口国资收到海口市国资委转来的海南省国资委相关文

件批示，“鉴于海南椰岛国有股权转让事项历时已久，其转让的政策条件发生了变化，原股权转让协议不

宜再继续履行” 。

2018年12月27日，公司收到海南建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建桐” ）《关于海南椰岛

7873.7632万股国有股份转让事项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函称：2018年12月26日，海南建桐邮

件收到海口国资发出的《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于海南省国资委对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国有股份转让协议批复意见的告知函》（市国资函（2018）106号），海口国资提出解除其与海南建

桐于2015年3月30日签署的《海南椰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7873.7632万股国有股份之股份转让协

议》。 就前述事项，海南建桐已于2018年12月27日正式回函海口国资，明确相关意见。

根据上述海口国资及海南建桐相关函件，《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7873.7632万股国有股份

之股份转让协议》的履行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注意投

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18年12月28日

一、重要提示及目录

1、重要提示

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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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925号《关于准予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注册的批复》核准注册，于2016年8月26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因市场环境变化，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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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

出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基金于2018年9月4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9月4日组

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

进行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新活力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09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8月26日

基金运作终止日 2018年9月3日

基金管理人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富新活力混合A 国富新活力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099 002100

三、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925号《关于准予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注册的批复》核准注册，于2016年8月26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数为206,921,

393.99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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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金合同》的有

关规定，《基金合同》 生效后， 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将按照基

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止2018年 8月2日，本基金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基金管理人已于2018年6月2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官网刊登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兰克林国海新

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于2018年7月1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官网刊登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并且于2018年8月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官网刊登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根据公告，本基金运作终止日为 2018

年9月3日，自2018年9月4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约定正常运作。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 2018年10月18日（基金清算截止日)

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清算截止日

2018年10月18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30,636,441.35

结算备付金 -

存出保证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71,000.00

其中：债券投资 2,071,000.00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228,929.66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32,936,371.01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

应付托管费 -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应交税费 -

其他负债 60,000.00

应付证券清算款 -

负债合计 60,000.00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30,296,017.99

未分配利润 2,580,353.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876,371.0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2,936,371.01

利润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18日(基金清算截止日)

项目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18日

(基金清算截止日)

一、收入 4,412,672.99

利息收入 2,015,710.75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71,370.56

债券利息收入 1,782,778.4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161,561.78

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4,909,190.94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6,006,241.03

债券投资收益 -1,097,050.09

股利收益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填列) -2,537,584.58

其他收入 25,355.88

减：二、费用 1,026,507.85

管理人报酬 348,754.86

托管费 58,125.79

销售服务费 143,611.11

交易费用 244,679.14

利息支出 42,324.57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42,324.57

税金及附加 4,612.38

其他费用 184,40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386,165.14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386,165.14

五、清算情况

由于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无法确定变现时间，本基金计划将进行两次清算，其中自2018年9月4日

至2018年10月18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第一次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

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第二次清算期间将根据流通受限证券的变现时间确定。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

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

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截至2018年10月18日（第一次基金清算截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人民币2,071,000.00元，该资产

因重大事项停牌而未能变现。 本基金将于前述未变现资产全部变现后进入二次清算程序，并将清算后的全部

剩余财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缴纳税款并清偿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二次

分配。

截至2018年10月18日（第一次基金清算截止日)，应收活期存款利息人民币17,119.03元，应收备付金利息

人民币40.50元，应收结算保证金利息人民币44.10元。 因清算款划出日不能确定，暂不能准确预估清算结束日

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该期间利息亦属全体份额持有人所有，将在第二次清算时按基

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3、负债清偿情况

截至2018年10月18日（第一次基金清算截止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60,000.00元，包含：

（1） 应付审计费人民币45,000.00元，为基金2018年度审计费，该款项于第一次清算期结束后支付给审

计机构。

（2） 应付清算律师费人民币15,000.00元，该款项于第一次清算期结束后支付13,500.00元，第二次清算

期结束后支付1,500.00元。

4、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备查文件目录

（1）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负债表及审计报告；

（2）《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富兰克林国海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12月28日

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18年12月28日

一、重要提示及目录

1、重要提示

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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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567号《关于准予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注册的批复》核准注册，于2015年11月24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因市场环境变化，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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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

出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基金于2018年10月18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0月18

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

报告进行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新增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09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11月24日

基金运作终止日 2018年10月17日

基金管理人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富新增长混合A 国富新增长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092 002093

三、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567号《关于准予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注册的批复》核准注册，于2015年11月24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数为200,683,

577.4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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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金合同》的有

关规定，《基金合同》 生效后， 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将按照基

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止2018年 9月3日，本基金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基金管理人已于2018年7

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官网刊登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于2018年8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官网刊登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第二次提示

性公告》，并且于2018年9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官网刊登了《国海富兰

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

算的公告》。根据公告，本基金运作终止日为 2018年10月17日，自2018年10月18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

算程序。

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约定正常运作。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 2018年10月1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18年10月17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59,945,105.92

结算备付金 175,664.32

存出保证金 7,308.15

交易性金融资产 5,258,500.00

其中：债券投资 5,258,500.00

应收利息 705,835.36

资产总计 66,092,413.75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473.83

应付管理人报酬 19,489.17

应付托管费 3,248.19

应付销售服务费 452.10

应付交易费用 400.00

其他负债 195,662.94

负债合计 219,726.23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62,872,237.42

未分配利润 3,000,450.10

所有者权益合计 65,872,687.5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6,092,413.75

五、清算情况

由于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无法确定变现时间，本基金计划将进行两次清算，其中自2018年10月18

日至2018年11月2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第一次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

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第二次清算期间将根据流通受限证券的变现时间确定。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

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

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175,664.32元。 已于2018年11月2日划入基金托管户。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7,308.15元， 截止2018年11月2日结算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

8,103.34元，预计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全部变现后的次月初划入基金托管户。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人民币5,258,500.00元。 本基金于2018年11月2日仍持有处于

停牌的证券导致部分资产未变现。 本基金将于前述未变现资产全部变现后进入二次清算程序，并将清算后的

全部剩余财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缴纳税款并清偿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

二次分配。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活期存款利息人民币8,923.31元，应收备付金利息人民币89.46元，应收结算保证

金利息人民币22.59元。 因清算款划出日不能确定，暂不能准确预估清算结束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银行存

款产生的利息，该期间利息亦属全体份额持有人所有，将在第二次清算时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

比例进行分配。

3、负债清偿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基金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19,489.17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8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3,248.19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8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452.10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8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473.83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9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银行间交易费用为人民币400.00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8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195,662.94元，包含：

（1） 预提银行间账户维护费10,662.94元，经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清算所确定的银行

间账户维护费及交易费合计12,400.00元， 实际支付金额与账面计提金额的差额1,737.06元计入清算期间损

益。 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8日和2018年10月23日支付；

（2） 预提信息披露费人民币140,000.00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29日支付给信息披露服务机构；

（3） 预提审计费人民币45,000.00元，为基金2018年度审计费,该款项将于清算程序结束后支付给审计

机构；

4、清算期的清算损益情况

项目

2018年10月18日

至2018年11月2日

一、收入 19,284.05

1.利息收入 19,284.05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9,284.05

债券利息收入 -

2.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其中：债券投资收益 -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

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5.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

二、费用 16,737.06

1.管理人报酬 -

2.托管费 -

3.销售服务费 -

4.交易费用 -

5.利息支出 -

6.清算费用（注1） 15,000.00

7.其他费用（注2） 1,737.06

8.增值税及附加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546.99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总额（净亏损以"-"号填列） 2,546.99

注1：本基金清算律师费15,000.00元，将于第一次清算期结束后支付13,500.00元，第二次清算期结束后支

付1,500.00元。

注2：银行间账户费用实际支付金额与账面计提金额的差额合计1,737.06元。

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10月17日基金净资产 65,872,687.52

加：清算期净收益 2,546.99

二、2018年11月2日基金净资产 65,875,234.51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备查文件目录

（1）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负债表及审计报告；

（2）《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富兰克林国海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12月28日

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18年12月28日

一、重要提示及目录

1、重要提示

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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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757号《关于准予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注册的批复》核准注册，于2015年12月2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因市场环境变化，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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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

出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基金于2018年10月10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0月10

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

报告进行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新价值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09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12月2日

基金运作终止日 2018年10月9日

基金管理人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富新价值混合A 国富新价值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097 002098

三、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 1757号《关于准予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注册，于2015年12月2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数为301,369,

848.4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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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金合同》的有

关规定，《基金合同》 生效后， 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将按照基

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止2018年 10月9日，本基金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基金管理人已于2018年9

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官网刊登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兰克林

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于2018年10月

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官网刊登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兰克林国海

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并且于2018年10月

1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官网刊登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兰克林国

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根据公告，本基金运作终止日

为 2018年10月9日，自2018年10月10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约定正常运作。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 2018年10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18年10月9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3,259,704.91

结算备付金 41,000.51

存出保证金 56,231.69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17,254.00

其中：股票投资 1,717,254.00

应收利息 840.20

应收申购款 1,889,364.97

资产总计 6,964,396.28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2,527,503.57

应付管理人报酬 745.83

应付托管费 124.31

应付销售服务费 221.13

应交税费 9.41

应付交易费用 165,934.77

其他负债 189,122.40

负债合计 2,883,661.42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4,248,825.00

未分配利润 -168,090.14

所有者权益合计 4,080,734.8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964,396.28

五、清算情况

自2018年10月10日至2018年11月14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

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

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

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41,000.51元。 已于2018年11月02日划入基金托管户。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56,231.69元，2018年11月2日减少存出保证金1,227.92元，余

额为55,003.77元，预计于2018年12月04日划入基金托管户。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人民币1,717,254.00元。 已于2018年11月12日全部变现。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活期存款利息人民币401.30元，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人民币403.07元，应收存出保

证金利息人民币35.83元。 2018年10月10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银行存款、清算备付金和结算保证金孳生的

利息归委托人所有，为了提高清算效率，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剩余资产，该款项将由基金管理人国海富

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垫付，并在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划至本基金的基金托管户。 基金管理人

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为人民币1,889,364.97元， 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0日划入基金托管户。

本基金2018年10月10日确认应收申购款205.91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1日划入基金托管户。

3、负债清偿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基金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745.83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5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124.31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5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221.13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5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165,934.77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8日支付。 本基金清算

期间新增应付佣金为人民币1,620.41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1月14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费为人民币9.41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2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2,527,503.57元，该款项已分别于2018年10月10日和2018年10月

11日支付。 本基金2018年10月10日确认应付赎回款1,771,439.50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2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189,122.40元，包含：

（1） 预提银行间账户维护费9,880.38元，经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清算所确定的银行间

账户维护费及交易费合计12,400元，实际支付金额与账面计提金额的差额2,519.62元计入清算期间损益。 该

款项已于2018年10月18日和2018年10月23日支付；

（2） 预提信息披露费人民币123,614.70元，根据基金管理人与信息披露服务机构协商一致，本基金共需

支付信息披露服务机构信息披露费合计人民币120,000.00元。 实际支付金额与账面计提金额的差额3,614.70

元计入清算期间损益。 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26日支付给信息披露服务机构；

（3） 预提审计费人民币55,627.32元，为基金2018年度审计费。实际最后确定的审计费为50,000.00元，实

际支付金额与账面计提金额的差额5,627.32元计入清算期间损益。 该款项将于清算程序结束后支付给审计机

构；

4、清算期的清算损益情况

项目

2018年10月10日

至2018年11月14日

一、收入 3,037.83

1.利息收入 793.93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793.93

债券利息收入 -

2.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注1） -1,275,296.85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1,275,296.85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注1） 1,276,382.00

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5.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注2） 1,158.75

二、费用 12,689.27

1.管理人报酬 -

2.托管费 -

3.销售服务费 -

4.交易费用 3,503.85

5.利息支出 -

6.清算费用（注3） 15,000.00

7.其他费用（注4） -5,814.58

8.增值税及附加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651.44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总额（净亏损以"-"号填列） -9,651.44

注1：截止2018年11月14日，本基金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0元。

注2：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期间递减，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归入基金资产。 清算期取得赎回费收

入1,158.75元。

注3：本基金清算律师费15,000.00元，将于清算程序结束后支付。

注4：银行间账户费用、审计费用、信息披露费实际支付金额与账面计提金额的差额合计冲减6,722.40元及

清算期间产生银行划款费用907.82元。

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10月9日基金净资产 4,080,734.86

加：清算期净收益 -9,651.44

加：申购金额 205.91

减：赎回金额（已扣减赎回费收入） 1,772,598.25

二、2018年11月14日基金净资产 2,298,691.08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根据《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

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

例进行分配。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备查文件目录

（1）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负债表及审计报告；

（2）《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富兰克林国海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12月28日

股票代码：

600399

股票简称：

*ST

抚钢 编号：临

2018-083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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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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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将于2018年12月28日（星期五）上午开市起复牌。

?公司停牌期间因执行重整计划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18

年12月28日。同时，公司根据相关规则的规定，对公司股票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进行了调

整，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格为2.38元/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参考上述股票复牌参考价格

参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情况说明

2018年12月27日，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抚顺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抚顺中院” ）作出的（2018）辽04破3-5号《民事裁定书》，抚顺中院裁定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执行完毕（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84）。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8年12月28日（星期五）上午开市起复牌。

2018年10月29日，公司股票因公司被抚顺中院裁定重整连续停牌（详见公司于2018年

10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连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62）。

2018年12月27日， 公司根据《重整计划》 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及抚顺中院作出的

（2018）辽04破3-2号《民事裁定书》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130,000万股增加至197,210万股（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发布的《关于重整计划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80）。

由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同于进行年度利润分配而实施转增的行为，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18年修订）第4.3.2条的规定，对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进

行了调整。 根据调整后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本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后，公司股票除权参考价格为2.38元/股。

公司将上述股票除权后参考价格作为公司股票复牌后首个交易日的开盘参考价格。公

司股票复牌后市场交易价格受市场多方面因素影响，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基本面和市场

整体变化情况，理性参考上述股票复牌参考价格参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年度净利润为负值，2017年度经审计的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且公司2017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6月27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2018年度公司经审计的

年度净利润为负值或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2018年度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

2018年3月，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2018年5月，因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涉嫌

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根据相关规则的规定，若公司存在重

大违法行为，触及重大违法退市标准，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

司相关情况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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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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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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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7日，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抚顺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抚顺中院” ）（2018）辽04破3-5号《民事裁定书》，抚顺中院裁定《抚顺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3日披露

的《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重整情况概述

2018年9月20日，抚顺中院作出(2018)辽04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上海东震

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对公司重整的申请。

2018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会议分别表决通过

了《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及《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

2018年11月22日，抚顺中院作出（2018）辽04破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

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公司重整计划进入执行阶段。

2018年12月26日，公司向公司管理人提交了《关于〈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同日，公司管理人向抚顺中院提交了《关于〈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报告了公司管理人监督公司执行重整计划的相关

情况，认定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

2018年12月27日，公司收到抚顺中院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民事裁定书》，民

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确认《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

二、重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特殊钢和合金材料的研发制造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为合金结构钢、工模具钢、

不锈钢和高温合金。 2018年前三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210.94万元， 实现净利润

-12,616.45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重整计划》的执行显著改善了公司财务状况，公司因重整豁免的债务及产生的收益

将计入2018年度相关财务数据， 公司本次重整将对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和期末净资产产

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根据《重整计划》及抚顺中院目前已裁定确认的债权情况，经初步测

算，公司本次重整事项产生的重整收益净额预计为28.5亿元左右（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公

司聘请的会计师审定数据为准）。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风险提示

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年度净利润为负值，2017年度经审计的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且公司2017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6月27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2018年度公司经审计的

年度净利润为负值或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2018年度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

2018年3月，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2018年5月，因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涉嫌

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根据相关规则的规定，若公司存在重

大违法行为，触及重大违法退市标准，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