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64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
长安B）

■ 2020年10月9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603278
转债代码：113535
转股代码：191535

公告编号：2020-8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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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年9月30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9：15－15：
00。
2.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60号重庆长安汽车科技大楼多媒体
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东大会主持人：董事、总会计师张德勇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6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998,
155,7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83%。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6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914,825,6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23.453%。 其中出席现场股
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0,904,
8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0.280%；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共
14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03,920,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
数的23.174%。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0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3,
330,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B股股份总数的9.239%。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
会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80,763,0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8.954%；通过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共8人，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567,0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0.285%。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结果
（1）总体表决结果

同意
议案名称

反对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同意(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弃权(股)

表决
结果

1.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868,177,765

86.978

129,935,898

13.018

42,100

0.004 审议通过

2.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880,674,456

88.230

117,439,207

11.766

42,100

0.004 审议通过

（2）B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议案名称

反对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同意(股)

1.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72,552,388

2.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金融
服务协议》的议案

72,970,388

87.066
87.568

弃权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反对(股)

10,777,762

12.934

10,359,762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弃权(股)

-

12.432

-

-

-

（3）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议案名称

反对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同意(股)

弃权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反对(股)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弃权(股)

1.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868,177,765

86.978

129,935,898

13.018

42,100

0.004

2.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金
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880,674,456

88.230

117,439,207

11.766

42,100

0.004

（4）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议案名称

同意(股)

反对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弃权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反对(股)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弃权(股)

1.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72,552,388

87.066

10,777,762

12.934

-

-

2.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金融
服务协议》的议案

72,970,388

87.568

10,359,762

12.432

-

-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均未在2020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上投票。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
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9日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上海静安恒丰路营销服务部营业场所由 “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329号
706室” 变更为“
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436号2104室（名义室号为2504室）” 。
根据《保险许可证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7年第1号）的
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1、机构名称：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恒丰路营销服务部
2、机构编码：000030310106002
3、许可证流水号：0256348
4、负责人：孙杰
5、业务范围：一、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二、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三、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四、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6、经营区域：上海市行政辖区内
7、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3日
8、 机构住所和邮编： 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436号2104室 （名义室号为
2504室）；200070
9、联系电话：021- 60793390
10、传真：021- 60793389
11、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特此公告
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青浦盈港路营销服务部注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
以公告。
1、机构名称：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青浦盈港路营销服
务部
2、机构编码：000030310118001
3、许可证流水号：0125967
4、业务范围：一、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二、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三、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四、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5、机构住所：上海市青浦区盈港路453号901室
6、后续服务联系电话：95342，8009886688（全国统一客服电话，固话拨
打），4008883636（手机拨打）
特此公告
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监管局关于保险机构营业场所变更的
公
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监管局关于注销《
经营保险业务
许可证》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金山蒙山路营销服务部名称由“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金山蒙山路营销服务部” 变更为“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蒙山路营销服务部” ；营业场所由“上海市金山区蒙山路1121弄1号
301室” 变更为“
上海市金山区蒙山路1121弄1号302室” 。 根据《保险许可证
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7年第1号）的有关规定，现予以
公告。
1、机构名称：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金山蒙山路营销服务部
2、机构编码：000030310116002
3、许可证流水号：0256350
4、负责人：刘敏
5、业务范围：一、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二、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三、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四、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6、经营区域：上海市行政辖区内
7、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17日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普陀中山北路营销服务部注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
予以公告。
1、机构名称：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普陀中山北路营销
服务部
2、机构编码：000030310104001
3、许可证流水号：0126462
4、业务范围：一、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二、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三、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四、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5、机构住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1759号1307室
6、后续服务联系电话：95342，8009886688（全国统一客服电话，固话拨
打），4008883636（手机拨打）
特此公告

变动前
（2020年6月30日）

股份类别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监管局关于注销《
经营保险业务
许可证》的公告

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170,053,520

0

170,053,520

119,879,434

721

119,880,155

总股本

289,932,954

721

289,933,675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6-6528805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002824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9日

补助依据

发放主体
苏州工业园区
劳动和社会保
障局

1

稳岗补贴

58.86

收益
相关

《关于印发〈苏州工业园
区稳定岗位补贴办法〉的
通知》（苏园劳保[2016]
11号）

2

2019年度苏州市“
海鸥
计划” 加快柔性引进海
外智力市级拨款

30.00

收益
相关

《关于深入实施“
海鸥计
划” 柔性引进海外人才智
力的实施办法》（苏人才
办〔2019〕5号）

苏州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3

2019年度苏州市“
海鸥
计划” 加快柔性引进海
外智力园区配套

30.00

收益
相关

《关于深入实施“
海鸥计
划” 柔性引进海外人才智
力的实施办法》（苏人才
办〔2019〕5号）

苏州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4

2020年度苏州市市级打
造先进制造业基地专项
资金

50.00

收益
相关

苏财工[2020]15号

苏州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5

2020年度苏州市市级打
造先进制造业基地专项
资金

40.00

收益
相关

苏财工[2020]15号

苏州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6

创新创业专项-重大招商
项目扶持资金

301.12

《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
收益 新三板挂牌企业三年培育 苏州工业园区
相关 计划的通知》（苏府[2013] 管理委员会
174号文）

7

2020年度姑苏重点产业
紧缺人才资助市级拨款

27.90

收益
相关

《关于2020年姑苏重点产
业紧缺人才资助经费兑现
的通知（市拨经费）》

8

2020年度姑苏重点产业
紧缺人才资助经费园区
配套

29.10

收益
相关

《关于2020年姑苏重点产
苏州工业园区
业紧缺人才资助经费兑现
管理委员会
的通知（园区配套经费）》

9

2020年度国家知识产权
运营资金第一批项目经
费（专利导航）

10.00

收益
相关

苏市监管发[2020]88号

苏州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10

园区先进技术研究院
2019年度考评奖励

1,720.00

收益
相关

苏府办[2020]94号

苏州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11.39

收益
相关

-

-

11

其他补助

苏州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2,308.37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
划分补助类型，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0年度损
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9日

证券简称：和胜股份

股东李建湘、李清、宾建存、霍润和黄嘉辉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6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54），公司股东霍润女士和黄嘉辉先生计划2020年6月16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根据相关规
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两人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3,670,740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2020年6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司股
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6），李建湘先生、李清女士和宾
建存先生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或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
公司股份（根据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三人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
过11,012,221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
截至2020年10月8日，霍润女士、黄嘉辉先生、李建湘先生、李清女士和宾
建存先生减持时间已经过半，现将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截至2020年10月8日，霍润女士和黄嘉辉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8,
600股， 减持后霍润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9,141,71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0.43%，黄嘉辉先生未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1）股份减持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期间
2020年7月20日

霍润

集中竞价

减持股数（股）

27.34

700

占总股本比例
0.0004%

2020年7月22日

28.16

52,800

0.0288%

2020年7月23日

28.07

9,700

0.0053%

2020年7月24日

27.49

5,000

0.0027%

2020年7月27日

25.77

2020年9月15日

18.00

合计

60,300

0.0329%

100

0.0001%

128,600

0.0701%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19,270,310

10.50%

19,141,710

10.43%

19,270,310

10.50%

19,141,710

10.43%

9,521,964

5.19%

9,521,96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177,991

1.19%

2,177,991

1.19%

有限售条件股份

7,343,973

4.00%

7,343,973

4.00%

28,792,274

15.69%

28,663,674

15.62%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燃型）、低压电线、低压电缆（普通型）、低压电缆（防白蚁型）、低压
交流电力电缆（普通型）、10kV交流电力电缆（阻燃型）;
3、 合同总金额：45,378.65万元 （含税）（注：2018年、2019年、
2020年中标项目及2020年下属子公司中标项目已签合同金额之
和）；
4、合同双方：买方为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下属子公
司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卖方为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金
龙羽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签署地点：买方所在地；
6、合同履行期：按相应合同的约定履行；
7、合同价款支付：合同价款分预付款、入卖方成品库款、到货款
和质保金四次支付（2018年中标项目）；合同价款分预付款、入卖方
成品库款、交货款和结清款四次支付（除2018年中标项目外的其他
项目）。 付款方式：电汇、汇票或支票以及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
8、违约责任：对于买方或卖方的违约行为，按照双方签订的相应
的采购合同中的相应条款执行；
9、争议解决方式：双方在合同执行中发生争议时，应首先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买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履约保证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标的：卖方应在合同签
订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买方提交金额为合同价格5%的履约保证金，有
效期自卖方履约保证金提交买方之日起至合同项下货物全部完成安
装、调试、交接试验和验收合格并经买方验收合格投入运行为止。 履
约保证金有效期终止且无索赔（有索赔待索赔完成后），买方应在10
个工作日内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卖方。
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标的：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履约
保证金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 在合同设备验收证书或验收款支付
函签署之日起28日后失效。 如果卖方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其履
行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买方有权扣划相应金额的履约保证金。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为384,662.27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383,974.1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
041.78万元，具备履行合同的资金实力；公司目前的产能能够保证合
同得到正常履行。
2、 上述中标项目签订合同总金额占本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主
营业务收入的11.82%，合同的履行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3、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双方已签订的相应采购合同中已就违约、 争议以及遭遇不可预
计或不可抗力时的应对措施和责任归属等做出明确规定， 但在合同
履行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仍有可能对合同的履行造成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电缆实业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广东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及广州
供电局有限公司签署的合同；
特此公告。

类别

公告编号：2020-071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黄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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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标的主要情况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
2018年1月收到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的《中标通知书》；确认本公司中标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2018年中低压电缆、 低压电线等框架招标部分项目 （以下简称
“
2018年中标项目” ），根据招标公告中预测标的金额，按中标比例
预估的公司中标金额为15,270万元（含税）。
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收到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的 《中标通
知书》，确认本公司中标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2019年10kV交联电
缆（阻燃型）、低压交流电力电缆（阻燃型）、低压电线框架招标部分
项目（以下简称“
2019年中标项目” ），按中标比例预估的公司中标
金额为10,831.65万元（含税）。
公司于2020年1月7日收到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的《中标通知
书》，确认本公司中标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 2019年10kV 交联电
缆（阻燃型）、低压交流电力电缆（阻燃型）、低压电线、低压交流电
力电缆（普通型）材料框架招标部分项目（以下简称“
2020年中标项
目” ），按中标比例预估中标金额为27,148万元（含税）。
公司下属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电缆实业” ） 于2020年8月10日收到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的
称“
《中标通知书》， 确认电缆实业中标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2020年
10kV 交流电力电缆（阻燃型）、低压电线配网设备材料框架招标部
分项目（以下简称“
2020年下属子公司中标项目” ），按中标比例预
估中标金额为13,295.35万元（含税）。
具体情况及进展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的 “
2017-031” 、“
2018-003” 、“
2018-052” 、
“
2019-011” 、 “
2019-044” 、 “
2019-058” 、 “
2020-003” 、
“
2020-015” 、 “
2020-030” 、 “
2020-032” 、 “
2020-038” 、
“
2020-042” 、“
2020-043” 、“
2020-053” 号公告。
二、中标项目签署合同及执行的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 上述标包中本公司已签订合同金额总计
45,378.65万元（含税），分别如下：
（1）2018年中标项目已签订合同金额26,528.25万元 （含税），
已发货24,817.38万元（含税）；本公司就2018年中标项目对广东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的累计销售额为24,145.08万元。
（2）2019年中标项目中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深圳供电局有
限公司已签订合同金额9,484.74万元（含税），已发货9,456.22万元
（含税）， 与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已签订合同金额 2,886.24万元
（含税），已发货2,537.21万元（含税）。本公司就2019年中标项目所
确认的累计销售额为11,437.68万元。
（3）2020年中标项目中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云南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357.68万元，已发货356.68万元（含税）,
与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5,297.70万元（含税），已发
货2,531.05万元（含税）。本公司就2020年中标项目所确认的累计销
售额为404.24万元。
（4）2020年下属子公司中标项目与南方电网下属子公司广州
供电局有限公司已签订合同金额824.04万元（含税），暂未发货。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
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2、合同标的：低压交流电力电缆（阻燃型）、10kV交联电缆（阻

补助金额
（万元）

项目内容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9日

公告编号：2020-057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中标的进展公告

序号

合计

限售条件流通股

霍润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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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华兴源创” ）自2020
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人民币2,308.37万元，其中,收
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2,308.37万元，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0万元。 具体
情况如下（单笔10万以下政府补助，合并计入其他补助）：

变动后
（2020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证券简称：华兴源创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东
名称

证券代码：002882

证券代码：68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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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股情况：截止2020年9月30日，累计共有74,000元“
大业转债” 已转换成
公司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5,875股，占“大业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0.002%。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0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大业转债” 金额人
民币499,926,000元，占“
大业转债” 发行总额的比例99.985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100号文核准，公司于2019
年5月9日公开发行“
2019年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为“
大业转债” ，债券代码“
113535” 。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500万张，每张
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实际发行规模为50,000万元，期限5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98号文同意，公司50,00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6月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大业
转债” ，债券代码“
113535”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大业转债” 自2019年11月15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期
公司该次发行的“
间为2019年11月15日至2024年5月8日， 转股代码 “
191535” ， 初始转股价格为
12.56元/股。
公司在2020年4月17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60元（含税），自2020年6月17日起，“
大业转债” 转股价
格由每股人民币12.56元/股调整为每股人民币12.40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大业转债” 自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9,
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72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2%。截至2020年9月30日，累计已有74,000元“
大业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股
票，累计转股股数为5,87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
（二）截至2020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499,926,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99.9852%。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8、机构住所和邮编：上海市金山区蒙山路1121弄1号302室；200540
9、联系电话：021-67241094
10、传真：021-57962972
11、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特此公告
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监管局关于保险机构营业场所变更的
公
告

公告编号：2020-050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弃权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反对(股)

证券简称：大业股份
转债简称：大业转债
转股简称：大业转股

合计

5.19%

2、截至2020年10月8日，李建湘先生、李清女士和宾建存先生累计减持公
司股份1,374,800股，减持后李建湘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3,974,624股，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29.41%，减持后宾建存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911,422股，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4.31%，李清女士未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
提示公告
根据《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 ）关于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约定，当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小于0.2500元时，南
方中证高铁份额（场内简称：高铁基金，场内代码：160135）、南方中证高铁A类份额
（场内简称：高铁A级，场内代码：150293）、南方中证高铁B类份额（场内简称：高铁
B级，场内代码：150294）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20年9月30日收盘，高铁B级的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阈值，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南方中证高
铁B类份额近期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波动情况。
针对不定期份额折算可能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本
基金将在2020年底前完成规范整改，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以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
布的相关公告。
2、由于高铁A级、高铁B级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
后，高铁A级、高铁B级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
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3、高铁B级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
始杠杆水平。
4、由于触发折算阈值当日，高铁B级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阈值，而折算基准日
在触发阈值日之后才能确定， 因此折算基准日高铁B级的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阈值
0.2500元有一定差异。
5、高铁A级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高铁A
级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高铁A
级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高铁A级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高铁基金的情况，
因此高铁A级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高铁基金、高铁A级、高铁B级的持有人
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2、 如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 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
作，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暂停高铁
A级与高铁B级的上市交易、配对转换，以及高铁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托管等相关业
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及
《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9-8899。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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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9日

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B类份额风险提示及停复牌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南方中证高铁
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B类份额 （场内简称： 高铁B级； 交易代码：150294），
2020年9月29日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510元，相对于当日0.2981元的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溢价幅度71.08%。 截至2020年9月30日，高铁B级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510

（1）股份减持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期间

李建湘
集中竞价

宾建存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2020年8月26日

20.33

500,000

0.2724%

2020年8月27日

19.91

31,600

0.0172%

2020年8月28日

19.69

335,000

2020年8月31日

20.34

213,400

0.1163%

2020年9月14日

17.73

100,600

0.0548%

2020年9月15日

18.03

94,200

0.0513%

2020年9月16日

18.29

100,000

0.0545%

1,374,800

0.7491%

合计

0.1825%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李建湘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53,974,6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763,656

7.50%

12,683,656

6.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41,290,968

22.50%

41,290,968

22.50%

8,206,222

4.47%

7,911,422

4.3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8,206,222

4.47%

6,154,666

3.35%

5,670,970

3.09%

5,670,970

3.0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670,970

3.09%

5,670,970

3.09%

68,931,816

37.56%

67,557,016

36.81%

合计

1,756,756

29.41%

合计持有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李清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30.00%

合计持有股份
宾建存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55,054,624

合计持有股份

0.96%

注：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均为高管锁定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李建湘先生、李清女士、宾建存先生、霍润女士和黄嘉辉先生本次减持
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李建湘先生、李清女士、宾建存先生、霍润女士和黄嘉辉先生本次减持
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
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将持续关注李建湘先生、李清女士、宾建存先生、霍润女士和黄嘉
辉先生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李建湘先生、李清女士和宾建存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
的告知函》；
2、霍润女士和黄嘉辉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9日

元，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相对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投资者如果盲目
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高铁B级将于2020年10月9日开市起至当日
10：30停牌，自2020年10月9日10：30起复牌，恢复正常交易。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本
基金将在2020年底前完成规范整改，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高铁B级，可能遭受重
大损失，请理性投资。
2、由于高铁B级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高铁B级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南
方中证高铁份额（场内简称：高铁基金，场内代码：160135）净值和南方中证高铁A
类份额（场内简称：高铁A级，场内代码：150293）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高铁B级
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高铁B级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
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3、高铁B级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
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
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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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9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基金管理人” 或“
本公司” ）决定以通
讯方式召开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南方高
铁份额：基金简称“
高铁基金” ，基金代码“
160135” ，包含场内份额和场外份额；高
铁A份额：基金简称“
高铁A级” ，基金代码“
150293” ；高铁B份额：基金简称“高铁
B级” ，基金代码“
150294”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
2020年9月25日起，至2020年10月28日17:00止。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
提示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的，基金管理人将根
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
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
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高铁A份额与高铁B份额按照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转换为南方高铁份额。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
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二、高铁A份额与高铁B份额将于2020年10月29日（计票日）开市起至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10:30止停牌。 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基金停牌期
间的流动性风险。
三、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www.nffund.
com）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
咨询。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