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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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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6年 6月 7日，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远东控股集团” ）的通知，远东控股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业务，具体如下：

1、远东控股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59,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3%）无限售流通股与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 2016 年 6 月 3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7 年 6 月

2日。

2、远东控股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7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0%）无限售流通股与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初始交易日为 2016 年 6 月 6 日， 购回交易日为 2018 年 6 月 6

日。

截至本公告日，远东控股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490,084,78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1.54%。 目前远东控

股集团质押股份总数为 1,247,12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9.87%。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的目的

远东控股集团本次股份质押目的是为融资提供担保。

2、资金偿还能力及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远东控股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未来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股票分红、投资收益、日常经营产

生的现金流及其他收入等，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

制平仓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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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之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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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智慧能源” ）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蔡道国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691号），中国证监会核准向蔡道国发行 52,480,211 股股份、

向蔡强发行 41,160,950 股股份、向颜秋娥发行 9,261,213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8,311,345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年 11月 30日披露的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临

2015-128）。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公司董事会按照相关文件的要求，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积极办

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相关事宜，具体实施进展情

况如下：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5年 12月 7日，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资产江西省福斯特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远东福斯

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斯特” ）的 100%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福斯特已成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年 12月 11日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的公告》（临 2015-136）。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16年 1月 11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年 1月 15日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临 2016-002）。

3.公司相关工商变更事项

2016年 2月 3日，公司在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新增注册资本等相关事项的变更登记手续，注册

资本由 1,980,086,736元增加至 2,082,989,110元。

4.现金对价支付事项

自福斯特 100%股权完成交割后 60日内智慧能源未完成发行股份配套融资， 智慧能源需以自有资金或

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的资金支付。2016年 4月 11日，智慧能源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现金对价支付

及相关义务。

5.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8,311,345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目前，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仍在进行中。

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后续实施工作， 并及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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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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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中标情况

近期，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ecp.sgcc.com.cn）和南方电网公司公示了其招标采购项目中标

人名单，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电

缆” ）为项目中标人之一，中标情况如下：

中标单位 项目名称 产品类别

中标金额

（万元）

远东电缆

国家电网公司青海电网

2016

年第一次配网线路材料协议

库存招标活动

智能电网电

缆

756.91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配网授权采购一级物资框

架招标

1,303.00

合计

2,059.91

中标单位 项目名称 产品类别

标包需求金额比例

(%)

远东电缆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第一批二级

物资（配网电缆）框架招标

智能电网电缆

40

二、其他重大合同中标情况

中标单位 客户名称 产品类别

合同总价

（万元）

远东电缆 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智能电力电缆

1,530.00

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府谷县矽盟电力有限公司

EPC

工程总承包

27,900.00

合计

29,430.00

上述各项目中标及合同订单的确定金额合计为 31,489.91万元，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中标比例为

40%，具体金额待定。此将对公司 2016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七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 6月 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全额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全额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39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办公会会议决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寅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汤丛珊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寅喆

任职日期

2016-06-07

证券从业年限

8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

过往从业经历

徐寅喆女士，国籍：中国。 学历：复旦大学法学学士。 业务资格：证券

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从业经历：曾任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债

券交易员。

2012

年

5

月加入汇添富基金，历任债券交易员、固定收益

基金经理助理。

2014

年

8

月

27

日至今任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市场

基金、汇添富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4

年

11

月

26

日至今任汇添富和聚宝货币市场基金经理。

2014

年

12

月

23

日至今任汇添富收益快钱货币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19888

汇添富收益快线货

币市场基金

2014-08-27

471007

汇添富理财

7

天债

券基金

2014-08-27

000600

汇添富和聚宝货币

市场基金

2014-11-26

159005

汇添富收益快钱货

币市场基金

2014-12-23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法学学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汤丛珊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16-06-07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8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 6月 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实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实业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2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办公会会议决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蒋文玲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曾刚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蒋文玲

任职日期

2016-06-07

证券从业年限

10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0

过往从业经历

蒋文玲女士，国籍：中国。 学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业务资

格：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从业经历：曾任汇添富基金债券交易

员、债券风控研究员。

2012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

月

7

日任浦银

安盛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4

年

1

月加入汇添富基金，

历任金融工程部高级经理、固定收益基金经理助理。

2015

年

3

月

10

日至今任汇添富现金宝货币基金、汇添富理财

14

天债券基金、汇添

富优选回报混合基金（原理财

21

天债券基金）的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19509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

基金

2012-11-30 2014-01-07

000330

汇添富现金宝货币

市场基金

2015-03-10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470014

汇添富理财

14

天债

券基金

2015-03-10

470021

汇添富优选回报混

合基金

2015-03-10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经济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8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 6月 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理财

60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

60

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47006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办公会会议决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蒋文玲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汤丛珊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蒋文玲

任职日期

2016-06-07

证券从业年限

10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0

过往从业经历

蒋文玲女士，国籍：中国。 学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业务资

格：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从业经历：曾任汇添富基金债券交易

员、债券风控研究员。

2012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

月

7

日任浦银

安盛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4

年

1

月加入汇添富基金，

历任金融工程部高级经理、固定收益基金经理助理。

2015

年

3

月

10

日至今任汇添富现金宝货币基金、汇添富理财

14

天债券基金、汇添

富优选回报混合基金（原理财

21

天债券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19509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

基金

2012-11-30 2014-01-07

000330

汇添富现金宝货币

市场基金

2015-03-10

470014

汇添富理财

14

天债

券基金

2015-03-10

470021

汇添富优选回报混

合基金

2015-03-10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经济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汤丛珊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16-06-07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8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 6月 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理财

30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

30

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47003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办公会会议决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蒋文玲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汤丛珊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蒋文玲

任职日期

2016-06-07

证券从业年限

10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0

过往从业经历

蒋文玲女士，国籍：中国。 学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业务资

格：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从业经历：曾任汇添富基金债券交易

员、债券风控研究员。

2012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

月

7

日任浦银

安盛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4

年

1

月加入汇添富基金，

历任金融工程部高级经理、固定收益基金经理助理。

2015

年

3

月

10

日至今任汇添富现金宝货币基金、汇添富理财

14

天债券基金、汇添

富优选回报混合基金（原理财

21

天债券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19509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

基金

2012-11-30 2014-01-07

000330

汇添富现金宝货币

市场基金

2015-03-10

470014

汇添富理财

14

天债

券基金

2015-03-10

470021

汇添富优选回报混

合基金

2015-03-10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经济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汤丛珊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16-06-07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8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 6月 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添富通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添富通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36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办公会会议决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蒋文玲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汤丛珊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蒋文玲

任职日期

2016-06-07

证券从业年限

10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0

过往从业经历

蒋文玲女士，国籍：中国。 学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业务资

格：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从业经历：曾任汇添富基金债券交易

员、债券风控研究员。

2012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

月

7

日任浦银

安盛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4

年

1

月加入汇添富基金，

历任金融工程部高级经理、固定收益基金经理助理。

2015

年

3

月

10

日至今任汇添富现金宝货币基金、汇添富理财

14

天债券基金、汇添

富优选回报混合基金（原理财

21

天债券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19509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

基金

2012-11-30 2014-01-07

000330

汇添富现金宝货币

市场基金

2015-03-10

470014

汇添富理财

14

天债

券基金

2015-03-10

470021

汇添富优选回报混

合基金

2015-03-10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经济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汤丛珊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16-06-07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8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 6月 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货币

基金主代码

51951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

管理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决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蒋文玲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汤丛珊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蒋文玲

任职日期

2016-06-07

证券从业年限

10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0

过往从业经历

蒋文玲女士，国籍：中国。 学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业务资

格：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从业经历：曾任汇添富基金债券交易

员、债券风控研究员。

2012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

月

7

日任浦

银安盛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4

年

1

月加入汇添富基

金，历任金融工程部高级经理、固定收益基金经理助理。

2015

年

3

月

10

日至今任汇添富现金宝货币基金、 汇添富理财

14

天债券基

金、汇添富优选回报混合基金（原理财

21

天债券基金）的基金经

理。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19509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

基金

2012-11-30 2014-01-07

000330

汇添富现金宝货币

市场基金

2015-03-10

470014

汇添富理财

14

天

债券基金

2015-03-10

470021

汇添富优选回报混

合基金

2015-03-10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经济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汤丛珊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16-06-07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8日

证券代码：600877� � � �证券简称：中国嘉陵 编号：临 2016-056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投资者说明会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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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会召开时间：2016�年 6�月 14日（周二）上午 10:00-11:00。

●说明会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sns.sseinfo.com。

●说明会召开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 网络平台的“上证 e�访谈” 栏目以网络互动的

方式召开本次说明会。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嘉陵” ）于 2016年 3月 10日进入重大资产重

组程序，于 2016年 3月 23日公告《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公司控股

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集团” ）拟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所持公司全部股份，

南方集团要求拟受让方应提供切实可行的重组方案。 2016年 4月 13日，南方集团确定其所持股份的拟受

让方为龙光基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光基业” ）。 2016年 5月 31日，公司与南方集团、龙光基业签

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本次重组后，中国嘉陵原有业务和人员需要由新的主体来承接，相关工作较为繁琐。 同时，龙光基业及

其实际控制人拟注入中国嘉陵的标的资产金额特别巨大，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和尽职调查工作仍在进行

之中。 由于公司启动内部重组和对龙光基业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资产尽职调查时间较短， 公司无法在

2016年 6月 9日前披露预案。

综上，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2016年 5月 31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

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继续停牌，公司股票自 2016�年 6 月 10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两个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将于 2016� 年 6� 月

14日（周二）上午 10:00-11:00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事项的相关情况与投资

者进行沟通和交流，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方式召开，届时本公司将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沟通和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1、说明会召开时间：2016�年 6�月 14日（周二）上午 10:00-11:00。

2、说明会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sns.sseinfo.com。

3、说明会召开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的“上证 e�访谈”栏目以网络互动的方

式召开本次说明会。

三、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1、上市公司：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的代表。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的代表。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上述规定时间段内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 网络 平台（网址为：http://sns.

sseinfo.com）的“上证 e�访谈”栏目，与本公司进行沟通与交流。

2、本公司欢迎各位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

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联系人：张庶燕

2、电话：023-61954095

3、传真：023-61951111

4、电子邮箱：zqc@jialing.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2016年 6月 7日

证券代码：002799� � � �股票简称：环球印务 公告编号：2016-001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6】

357号）同意，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环球印务” ，证券代码为“002799”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25,

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自 2016年 6月 8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

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近期不存在重大对

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

实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聘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13-2015 年度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进

行了审计，希格玛出具了希会审字(2016)0001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该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586,648,641.54 598,898,737.58 554,849,719.79

其中：流动资产

252,772,486.46 257,491,754.99 211,348,889.26

非流动资产

333,876,155.08 341,406,982.59 343,500,830.53

负债总计

267,771,308.27 316,862,733.30 310,955,979.36

其中：流动负债

193,126,920.79 223,914,749.56 216,335,244.66

非流动负债

74,644,387.48 92,947,983.74 94,620,734.70

股东权益

318,877,333.27 282,036,004.28 243,893,740.43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318,877,333.27 282,036,004.28 243,893,740.43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400,003,693.52 391,815,231.94 359,970,362.21

营业成本

305,283,462.36 299,125,767.54 271,647,863.28

营业利润

40,117,622.95 41,653,669.10 37,946,631.85

利润总额

40,287,869.32 44,453,587.16 41,157,297.14

净利润

34,841,328.99 38,142,263.85 36,015,609.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4,709,675.00 34,498,613.54 31,683,235.5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4,841,328.99 38,142,263.85 36,015,609.45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63,098,085.47 72,938,495.66 55,008,272.68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7,966,881.75 -10,018,608.22 -26,683,196.26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54,457,171.26 -38,504,388.17 -24,536,712.6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74,032.46 24,415,499.27 3,788,363.76

四、2016年 1季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公司 2016年 3月末资产总额较 2015年末增加 1,023.45万元，增幅为 1.74%，主

要是由于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等增加所致；负债总额较 2015年末增加 399.66万元，增幅为 1.49%，主要

是由于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增加所致；所有者权益较 2015 年末增加 623.79 万元，增幅为 1.96%，主要是公司

2016年 1-3月的经营积累所致。

公司 2016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8,882.8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74.86万元，降幅为 1.93%，主要原因

是酒类食品彩盒、瓦楞纸箱这两类产品的销售收入下降，但是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达 80%左右的医药纸盒

业务收入实现了 9%的增长。

公司 2016年 1-3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23.79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 14.47 万元， 增幅为

2.37%。 主要原因是低毛利率产品酒类食品彩盒、瓦楞纸箱收入占比下降，高毛利率产品医药纸盒收入占比

增加。

五、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受医药行业发展状况影响的风险

公司为医药行业配套生产和供应医药纸盒包装产品，其经营状况受医药行业政策环境、发展状况变化

影响较大。 据《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2010年医药工业完成总产值 12,427亿元，比 2005年增加 8,005

亿元，年均增长 23%。 “十二五”期间，国家提出了医药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20%，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6%

的目标。

然而，在我国医药产业总的快速发展趋势中，对医药包装行业的需求可能出现分化。 近年来，随着新医

改的实施，医保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基本药物品种日渐增多，普通药品价格更加贴近人民消费水平，使医药

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上升，虽然公司在电子监管码方面的优势可以使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产生较为明显的

规模效益，但药品单位价格相对下降，制药企业可能会将该种压力向上游的供应商转嫁，使公司所在行业的

经营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二）市场竞争激烈的风险

目前，我国从事医药包装印刷的企业众多，竞争日益激烈。 加入WTO后，我国的药品融入全球市场竞

争之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患者自行选购的药品不断增多，对包装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改进药

品包装势在必行。从而，医药纸盒包装产品尤其是高品质医药纸盒包装产品的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具有较

大规模和技术实力的竞争者加入，尤其是国外先进的医药包装企业的加入，使竞争更为激烈。虽然公司在医

药纸盒包装产品、技术和质量品牌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种力量对比会发

生变化，如果公司在产能扩张和技术进步方面的步伐放缓，将会对公司的市场地位上产生影响，甚至有被竞

争对手赶上或超过的竞争风险。

（三）公司经营规模迅速扩大带来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本公司主要产品医药折叠纸盒的生产产能将提高到超过 40 亿只 / 年，

经营规模将迅速扩大，给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公司不能够很好适应经营规模扩大后新的

经营管理要求，特别是在客户开发和市场开拓方面滞后，将给公司的未来经营和盈利产生不利影响。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本公司主要原材料为白卡纸和白板纸，其价格对公司产品成本的影响较大。近年来，国内白卡纸和白板

纸市场价格不断波动。如：2009年国内某品牌白卡纸价格约为 5,400元 /吨，2010年上升到约 6,200元 /吨，

2011年基本持平，2012年价格有所下降，维持在 5,700元 /吨左右的水平，2013年、2014年及 2015年价格基

本保持稳定。

白卡纸和白板纸属于消费包装纸，其需求与药品、食品、化妆品等消费品行业具有高度相关性，随着经

济状况的持续好转，预计市场需求将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速，纸价可能会在长期相对平稳的走势中出现周期

性波动，进而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影响。 若发生公司主要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而公司又未能及时通过

提高销售价格，或者因此或其他原因显著影响了发行人的销售收入，发行人上市当年可能存在营业利润下

降 50%或者亏损的风险。

（五）不能保持技术领先风险

公司是国内主要的医药纸盒包装产品独立供应商，是中国医药包装协会标准《药品包装用卡纸折叠纸

盒》的牵头制订者，已拥有本行业的专利技术 37项，技术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近年来，医药行业迅速发展，医药纸盒包装产品结构、防伪设计、新材料、新工艺等方面的创新速度不断

加快。 如果本公司不能及时适应市场需要，紧跟市场需求步伐，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将导致公司在未来的市

场竞争中丧失竞争优势。

（六）所得税税收优惠不能持续的风险

发行人于 2008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并于 2008年 11月 21日取得由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陕西省财

政厅、 陕西省国家税务局、 陕西省地方税务局共同核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0861000191），有效期为 3年。 发行人于 2011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于 2011年 10月 9日取得由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国家税务局、陕西省地方税务局共同核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证书编号：GF201161000022），有效期为 3年。 发行人于 2014年再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并于 2014

年 9 月 4 日取得由陕西省科学技术厅、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国家税务局、陕西省地方税务局共同核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461000289），有效期为 3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03 号）以及西安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

分局《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备案通知书》（编号：直属国税备字[2014]12 号）和西安市国家税务局税务事项

通知书（编号：西国税直通[2015]Z030501 号），发行人 2013 年及 2014 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减

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发行人 2015年按 15%的税率预缴了企业所得税。

若以后年度发行人不能通过主管税局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备案，或者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到期后不能

通过复审，则存在无法持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15%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的风险。

（七）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近三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11,071.25万元、11,477.76万元和 12,515.68�万元，占同期营业收入

的比重分别为 30.76%、29.29%和 31.29%，占同期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19.95%、19.15%和 21.33%，应收账款余

额较大。虽然公司目前应收账款质量和回收情况良好，但由于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如果出现客户经营状况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存在发生坏账的风险，进而影响公司未来年度的利润水平。

特此公告。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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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

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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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宁

皮业” ）于近日收到江苏睢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拨付的 2015年度纳税奖励款 100.33万元。目前，该项资金已

全部划入兴宁皮业账户。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政府补助资金将作 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

益，将对公司 2016年净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7日

关于新增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为代销机构的更正公告

公司于 2016年 6月 6日刊登的《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

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及参与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正文中提及的上线日期为“2016 年 8 月 8 日” ，现

经双方协商，将上线日期修改为“2016年 6月 8日” ，相关部分内容修改如下：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同花顺基金” ）签署的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 2016年 6月 8日起，同花顺基金将代销本公司以下基金。

特此更正。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六月八日

2016年 6 月 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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