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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利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7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利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利广混合

基金主代码 51996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长信利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长信利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

务 的 起 始

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7月18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入起始日 2019年7月18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7月18日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长信利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 暂停长信利广混合1万以上的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长信利广混合A 长信利广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19961 51996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10,000.00 1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10,000.00 1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10,000.00 1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自2019年7月18日起（含2019年7月18日）对

长信利广混合（交易代码：A类519961，C类519960）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

行限制，即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长信利广混合的金额不超过1万

元。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长信利广混合的金额超过1万元，则1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1万元金

额的部分本公司将有权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长

信利广混合的金额超过1万元，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1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部分本

公司将有权确认失败。

2.2在长信利广混合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长信

利广混合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1万元（含1万元）以下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及

转换转出、赎回等业务。 长信利广混合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

将另行公告。

2.3�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4�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400-700-5566（免长途话费）；

2）本公司网址：www.cxfund.com.cn。

2.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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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7月17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增加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

协议，自2019年7月19日起，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销银行（以下简称“民生直销银行” ）开始销

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开通销售的基金范围、代码等情况

基金名称 前端代码

长信富瑞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718

长信富瑞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7428

长信颐天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 006872

长信颐天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类 006873

二、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民生直销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应遵循民生直销

银行的相关规定,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民生直销银行规则为准。

2、本公告仅对增加民生直销银行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销售机构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

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该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1、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销银行

客服热线：10100123

网站：www.mszxyh.com

2、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4007005566（免长话费）

网站：www.cx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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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投资有风险，选

择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969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公告编号：

2019-033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临武县水电公司完成增持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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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情况：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7月16日接到股东临武县水利

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武县水电公司” ）的来函，告知公司其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临武县水

电公司2019年7月15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1,459,9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39%，增持均价为6.875元/股，累计增持金额10,037,506.00元，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金

额的下限。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临武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临武县水电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5,849,5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8%。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临武县水电公司计划自2018年11月20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允许的方式增持不低于1000万元，不高于1500万元的公司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0

日刊登在上证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告。

2、临武县水电公司于增持股份期限届满时来函告知公司其需延期增持公司股份，公司依据来函及

时召开了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并于2019年6月15日在上证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刊登了《关于股东临武县水电公司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载明了本次增持计划延期至

2019年7月15日之前完成。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结果

临武县水电公司2019年7月15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1,

45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9%，增持均价为6.875元/股，增持金额10,037,506元，已达到本次增持

计划金额的下限，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 临武县水电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7,309,44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68%。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临武县水电公司承诺：在增持完成之后的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并严格遵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103

证券简称：横店影视 公告编号：

2019-035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并继续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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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不影响正

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0,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投资理财

产品，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

范围内，该笔资金可滚动使用。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公司财务资金管理部负责组织实施。

交易对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规模

（万元）

起息日 赎回日期

到期赎回情况

本金

（万元）

收益

（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东阳支行（以

下简称“中信银行” ）

共赢利率结构25544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

C195R018G)

保本浮动

收益、封闭

式

20,000

2019年4月

15日

2019年7月

15日

20,000 1,969,589.04

一、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已到账。

二、继续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9年7月15日，公司与中信银行签署了《中信银行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

书》，根据说明书，公司以共计人民币20,000万元购买了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理财产品。

公司与中信银行无关联关系。

2019年7月16日，公司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 ）签署了《方

正证券稳盛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根据合同， 公司以共计人民币5,

000万元购买了开放式理财产品。 公司与方正证券无关联关系。

2019年7月16日，公司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以下简称“稠州

银行” ）签署了《保本型理财产品合约》，根据产品合约，公司以共计人民币5,000万元购

买了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公司与稠州银行无关联关系。

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规模（万

元）

起息日 持有时间

预计最高年化收益

率（%）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7742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编

码：C195T015Z)

保本浮动收益、封

闭式

20,000 2019年7月15日 92天 4.35

方正证券

稳盛6号（产品代码：

CWS006)

开放式 5,000 2019年7月16日 91天 4.4

稠州银行 如意宝“RY190135”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19年7月17日 181天 4.15

三、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资金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四、购买理财产品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为公司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

报。

五、委托理财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尽管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理财产品的管理，公司财务资金管理部相关人员将及

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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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资金管理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内部监督，并于

每个会计年度末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正常运行和保证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同时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

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64,000万

元（包括本次的30,000万元）。

八、报备文件

1、《中信银行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

2、《方正证券稳盛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3、《稠州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合约》。

特此公告。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806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0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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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于 2018年12月21日向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报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项

目” ） 的申请文件， 并于2018年12月28日取得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182212）； 公司于 2019年2月1日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并于

2019年3月1日完成相关反馈意见回复。

公司本次可转债项目聘请的审计机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因在执行其他

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中涉嫌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 于2019年5月9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于

2019年5月2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182212号）。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

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2）。

目前，鉴于已满足提交恢复审核申请的条件，公司于2019年6月26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恢复审查

的申请。 2019年7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182212号），中国证

监会依法对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提交的《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恢复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申请材料审查的申请》（华锋股份【2019】16号）和《关

于恢复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申请材料审查的申请》

（中建证发【2019】613号）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符合恢复审查条件。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决定恢复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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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644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2019-035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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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电力》要求，特此公告公

司2019年半年度经营数据（未经审计）。

一、公司自有和控股拥有的发电机组装机容量10.0635万千瓦，均为水力发电，生产的

电力在公司自有的供电区域（四川省乐山市部分区县、眉山市洪雅县的部分区域）内销售。

公司 2019年半年度自发电量数据如下：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变动幅度（％）

发电量（万千瓦时） 18,351 21,836 -15.96

报告期内， 公司全资子公司乐山大岷水电有限公司所属发电站停机进行增效扩容技

改，使得发电量同比减少。

二、公司 2019年半年度外购电量数据如下：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变动幅度（％）

外购电量（万千瓦时） 134,517 144,359 -6.82

三、公司 2019年半年度销售电量及售电均价数据如下：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变动幅度（％）

售电量（万千瓦时） 140,970 153,831 -8.36

其中：乐山地区售电量（万千瓦时） 134,067 147,873 -9.34

眉山地区售电量（万千瓦时） 6,903 5,958 15.86

售电均价（元/千瓦时） (不含税) 0.5199 0.5039 3.18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洪雅花溪电力有限公司自2018年4月起接收眉山市周公河流域

供区，使得报告期内眉山地区售电量同比增加。

四、公司 2019年半年度销售气量数据如下：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变动幅度（％）

售气量（万立方米） 8,886 8,339 6.56

五、公司 2019年半年度售水量数据如下：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变动幅度（％）

售水量（万立方米） 1,857 1,519 22.25

公司控股子公司乐山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自2018年7月起，对乐山市五通桥区趸售

自来水，使得报告期内售水量同比增加。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644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2019-036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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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9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

体数据以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6,408.66 107,677.81 -1.18

营业利润 12,794.09 7,575.42 68.89

利润总额 12,630.51 6,874.57 8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20.55 5,798.80 9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6,354.00 6,429.20 -1.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03 0.1077 95.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80 0.1194 -1.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9 4.45 增加3.54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49 4.93 减少0.4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53,791.85 335,058.46 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7,202.43 135,670.70 8.50

股 本 53,840.0659 53,840.0659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73 2.52 8.5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增加约5100万元，主要是公司以资产出资组建乐山锦

江新嘉州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确认资产处置收益以及处置四川永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确认投资收益，以上事项共计增加当期利润约5100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1.17%，主要是

报告期内公司燃气安装业务利润同比下降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因素使得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等主要财务指标较上年同期增长。

三、风险提示

以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7日

证券简称：南方轴承 证券代码：

002553

公告编号：

2019-029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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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史建伟先生关

于股权质押解除的通知：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

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史建伟 是 37,600,000 2018-10-17 2018-08-12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7.29%

暂无融资

需求

合计 ——— 37,600,000 ——— ——— ——— 27.29%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史建伟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137,8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9.6%。 本次办理股权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前，史建伟先生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7,

6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27.29%，占公司总股本的10.8%。 本次史建伟先生共解除

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7,600,000股， 办理股权质押解除登记手续后， 无未解除质押股

份。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南方轴承 证券代码：

002553

公告编号：

2019-029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史建伟先生关

于股权质押解除的通知：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

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史建伟 是 37,600,000 2018-8-2 9999-01-01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7.29%

暂无融资

需求

合计 ——— 37,600,000 ——— ——— ——— 27.29%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史建伟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137,8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9.6%。 本次办理股权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前，史建伟先生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7,

6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27.29%，占公司总股本的10.8%。 本次史建伟先生共解除

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7,600,000股， 办理股权质押解除登记手续后， 无未解除质押股

份。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南方轴承 证券代码：

002553

公告编号：

2019-030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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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1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

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9）， 经事后核查， 由于工作人员疏

忽，上述公告中“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内容需更正。 现对相关信息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

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史建伟 是 37,600,000 2018-10-17 2018-08-12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7.29%

暂无融资

需求

更正后：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

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史建伟 是 37,600,000 2018-8-2 9999-01-01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7.29%

暂无融资

需求

除上述更正事项外，原公告中其它内容不变。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

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94

证券简称：

*ST

凡谷 公告编号：

2019-079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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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9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92,374,808.31 538,765,366.15 47.07%

营业利润 72,649,858.62 -68,868,625.46 205.49%

利润总额 73,419,707.12 -67,340,407.70 20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328,055.44 -69,770,215.43 199.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42 -0.1236 20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4.82% 增加9.1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211,134,095.40 2,094,210,452.37 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674,066,999.29 1,632,679,390.92 2.53%

股本 564,669,722.00 564,669,722.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9647 2.8914 2.5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情况

受益于市场需求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射频器件产品的销售规模大幅上升。 公司一方面持续优化产

品销售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简化组织架构、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绩效考核，进而促进产能释放、效率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的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同比均实现大幅增长，经营业绩同比有较大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79,237.48万元，相比上年同期53,876.54万元上升了47.07%；营

业利润为7,264.99万元，相比上年同期-6,886.86万元上升了205.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932.81万元，相比上年同期-6,977.02万元上升了199.37%。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末增长了2.53%，主要系公司本期盈利所

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9年4月25日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公司2019年1-6月的业绩进行了预计，预

计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00万元～8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578

证券简称：三星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19-064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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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7月10日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

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亿

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以不同期限的定期方式存储，或购买结

构性存款、或购买其他保本理财产品，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和大额存单以及其他

保本型理财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 前述额度（公司此前审议通过的现金管理额度有效

期内已经实施的现金管理行为依然有效。）可自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循环使用。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

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与华夏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签订华夏银行慧盈人

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业务协议书（定制版）。 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19231853

产品代码：HY19231853

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存款产品

币种类型：人民币

产品期限：184天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3.78%-3.83%

认购金额：2,300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与华夏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无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在上述授权范围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产品的情况（含本次）

1、2019年4月18日，公司以2,000�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

支行的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产品。 该笔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2、2019�年4月19日， 公司以1,800�万元购买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

越支行的德清农商银行“德财富” 2019年第5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该笔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3、2019年4月22日，公司以4,500�万元购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的慧

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19231055。 该笔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4、2019年7月11日， 公司以1,500万元购买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越小微企业专营

支行的DD20190601-湖银公2019年6个月第四期产品。 该笔理财尚未到期。

5、2019年7月15日， 公司以7,000万元购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的杭州银

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20192119）。 该笔理财尚未到期。

6、2019年7月15日， 公司以3,000万元购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的杭州银

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20192120）。 该笔理财尚未到期。

7、2019年7月16日，公司以2,300�万元购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的慧

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19231853。 该笔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产品的余额为22,100万

元（含本次）。

三、风险控制措施

在授权范围内，严格按照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相关规定的有关要求开展现金管理，具体

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的进展情况，加

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独立董事、监事会将持续监督。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

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公司

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转，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

常发展。同时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

特此公告。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7日

●备查文件

1、华夏银行机构理财业务申请表；

2、华夏银行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业务协议书（定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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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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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7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肇庆市工农北路6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8,445,7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

长陈武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董事宋晓明、徐勇、赵谋明和王艳因公务出差未能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张磊因公务出差未能参加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投资建设肇东生物发酵产业园一期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832,817 99.56 609,200 0.44 3,700 0.002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并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学琛、杨彬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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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现将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

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 混凝土签约及销售情况

单位：万方

项目 业务类别 2019年第二季度数额 较上年同期变动

签约方量

房屋建筑 2,080.47 5.09%

基础设施 682.97 -16.06%

合 计 2,763.44 -1.07%

销售方量

房屋建筑 1,058.19 15.40%

基础设施 377.97 13.13%

合 计 1,436.16 14.80%

二、重大项目签约情况

2019年第二季度，公司签约量超10万方以上的重大项目如下：

单位：万方

序号 施工地点 项目名称 签约量

1 新疆 阿克苏市库车县棚户区改造安康路和天河路安置房建设项目等附属项目 10.00

2 河南 郑州市河南省科技馆新馆项目 16.52

3 山东 青岛市地铁四号线土建14工区 15.62

4 湖北 武汉市余家湖城中村改造产业用地B地块工程 10.00

5 湖北 武汉市联影医疗武汉总部基地项目 10.10

6 湖北 武汉市保利星河九州K2项目 10.00

7 湖北 武汉市保利燎原村K8项目 18.72

8 湖北 武汉市纱帽街八个村整村集并还建项目 32.00

9 湖北 武汉市华侨城·杨春湖A地块二标段（北区） 25.00

10 湖北 武汉市机场河黄孝河水治理二期 15.82

11 湖北 武汉市世贸白沙洲项目K3地块 10.61

12 湖北 武汉市黄陂中环线 30.80

13 湖北 武汉市国家网络安全基地孵化器3#-8#楼 10.00

14 湖北 武汉市弘芯半导体制造项目一期 10.00

15 湖北 武汉市兴恒大互助合作生产协议 15.00

16 湖北 武汉市长江文创产业园项目 13.50

17 湖北 武汉市高新大道（三环线-外环线）综合改造工程 16.00

18 湖北 武汉市富力·西溪悦居项目 12.50

19 湖北 武汉市葛店新城PPP项目邓平社区 11.00

20 福建 泉州市明发商业城HJK地块商住楼二期H地块 25.00

21 福建 福州市福建希尔顿假日大酒店项目 13.00

22 福建 福州市地铁五号线1标土建一工区项目 10.28

23 福建 福州市海峡传媒港B地块一、二期 20.00

24 福建 福州市臻麓园 12.40

25 江西 南昌市赣铁西客站南地块 10.14

26 江西 南昌市江南温泉城项目 10.00

27 江西 南昌地区桩基 20.00

28 江西 南昌市美的花湾城项目 13.02

29 江西 南昌市省庄花园 10.00

30 江西 赣州市嘉福中心项目工程 13.00

31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兰桥雅居十一期保障房项目 14.36

32 江苏 南京市颐辉江北G38项目 10.10

33 江苏 南京市科学城总部基地一期工程商品砼采购 10.00

34 江苏 南京市溧水开发区空港片区保障房建设PPP 70.00

35 江苏 徐州市林安（徐州）智慧产业小镇四季雅苑东地块工程项目 10.00

36 安徽 合肥市中建五局安徽公司合肥片区混凝土采购合同 30.00

37 山西 太原市窊流项目一期一标段总承包工程 15.75

38 山西 太原市2019年中建三局太原地区预拌商品混凝土采购框架协议 20.00

39 四川 成都市天府国际机场航站区机场五标 10.60

40 四川 成都市成龙简快速路（二期）SG2标段 16.00

41 四川 成都市国航基站 10.00

42 四川 成都市天府国际机场货运区工程 15.00

43 四川 成都市保利木综厂 10.00

44 四川 成都市绿地航校3#地块总承包 11.60

45 四川 成都市武海中华青城二期 20.00

46 四川 成都市保利国际广场三期 20.00

47 重庆 翡翠御园三期土建工程 12.00

48 重庆 北大资源·紫境府项目B45地块 10.00

49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靖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项目 35.00

50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靖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建设项目 22.00

51 云南 昆明市万科汀园项目二期施工总承包工程 14.50

52 云南 昆明市天籁郡-傲翠庭总成包工程项目 17.00

53 云南 昆明市林溪谷住宅小区一期 20.00

54 广西 南宁市兴宁区五塘工业集中区基础设施项目 15.00

55 广西 南宁市中建邕和府 10.00

56 广西 南宁市荣和公园里 10.00

57 广西 南宁市荣和五象学府（北区） 12.50

58 陕西 咸阳市融创·中央学府二标段 14.18

59 陕西 咸阳市万科大都会六期 10.80

60 陕西 西安市中建·锦绣天地 15.30

61 陕西 西安市地铁十四号线SGZCB-3标四工区项目 20.00

62 天津 天津市国家会展中心工程一期展馆区项目 12.40

63 湖南 长沙市绿地城际空间站E-16地块工程项目 10.23

64 湖南 长沙市轨道交通6号线东段、西段土建一标项目（十六局） 12.00

65 湖南 长沙市轨道交通6号线东段、西段土建一标项目（十一局） 12.73

66 贵州 遵义市新蒲新区官庄棚户区改造项目 13.00

67 贵州 贵阳市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B区总承包项目 10.00

68 贵州 贵阳市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 13.00

69 广东 广州市中国铁建海语煕岸项目商业工程 10.15

70 广东 广州市南沙滨海花园十三期 17.60

合 计 1,092.82

风险提示：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