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折算方案的公告

根据《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信诚添金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3个月的开放日，基金管理人将对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季

季添金份额（以下简称“季季添金” ）进行基金份额折算；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一年的运作周期

到期日前， 基金管理人将对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岁岁添金份额 （以下简称 “岁岁添

金” ）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现将折算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折算

1、折算基准日

本次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与其2016年第四个开放日为同一个工作日，即2016年12月12日。

2、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所有季季添金份额。

3、折算频率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3个月折算一次。

4、折算方式

在折算基准日日终，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将调整为1.000元，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的季季添金的份额数将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季季添金的折算比例＝折算基准日折算前的季季添金基金份额参考净值/1.000

季季添金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折算前季季添金的份额数×季季添金的折算比例

季季添金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 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

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季季添金在开放日折算比例将保留到小数点后9位。 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基金份额折算对季季

添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季季添金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岁岁添金的基金份额折算

1、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假设岁岁添金的开放日为T日，则其折算基准日为T-2工作日。 本次岁岁添

金的开放日为2016年12月12日，其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为2016年12月8日。

2、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所有岁岁添金份额。

3、折算频率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年折算一次。

4、折算方式

在折算基准日日终，岁岁添金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将调整为1.000元，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的岁岁添金的份额数将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岁岁添金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岁岁添金的折算比例＝折算基准日折算前的岁岁添金基金份额参考净值/1.000

岁岁添金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折算前岁岁添金的份额数×岁岁添金的折算比例

岁岁添金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 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

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岁岁添金的折算比例将保留到小数点后9位，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基金份额折算对岁岁添金份

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岁岁添金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1、2016年12月8日：岁岁添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基金管理人对岁岁添金进行份额折算；季季添金份额

与岁岁添金份额仍封闭运作，不进行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办理。 有关本基金开放日的详细信息敬请

参见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务公告文件的相关内容说明。

2、2016年12月9日：本基金管理人为岁岁添金份额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3、2016年12月12日：开放日、季季添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及岁岁添金折算结果公告日。 此次2016年12

月12日为季季添金与岁岁添金共同的开放日， 季季添金与岁岁添金开放办理赎回与转换转出业务，不

开放办理申购与转换转入业务；基金管理人将对季季添金进行份额折算，并于当日公告之前岁岁添金

份额的折算结果。

4、2016年12月13日：季季添金与岁岁添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与转换业务直至下一个开放日。当日，

本基金管理人为持有者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5、2016年12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将公告本基金季季添金与岁岁添金的确认结果及季季添金份额的

折算确认结果，投资者可至各销售网点查询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

1、若近期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导致本折算方案不适用，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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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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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00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8日

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2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添金分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55001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本基金以“运作周年滚动” 的方式运作。 季季添

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3个月开放申购和赎回一次，岁

岁添金在任一运作周年内封闭运作， 仅在每个运作周年

到期日开放申购和赎回一次。 每次开放仅开放一个工作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年12月1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信诚

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赎回起始日 2016年12月12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6年12月12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信诚季季添金 信诚岁岁添金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50015 550016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赎回与转换转出 是 是

2日常赎回、转换转出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本基金季季添金份额（以下简称“季季添金”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3个月开放申购和赎回一次，开

放日为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3个月的对日；本基金岁岁添金份额（以下简称“岁岁添金” ） 在任一运作

周年内封闭运作，仅在每个运作周年到期日开放申购和赎回一次，开放日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一

年的对日，即运作周年到期日。 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开放日为该日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如后续月

份实际不存在对日的， 则到期日提前至上一工作日。 2016年12月12日为季季添金与岁岁添金共同的开

放日,即在该日15：00前接受办理季季添金与岁岁添金的赎回与转换转出业务，本基金此次开放日不开

放申购、转换转入业务。

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而基金管理人决定顺延本基金开放申购与赎回的，其开放日为该影响

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3�日常赎回业务

3.1�赎回份额限制

季季添金或岁岁添金按照份额进行赎回，申请赎回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赎回份额不得

低于100份。 基金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00份的，在赎回

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对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

应在调整实施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3.2�赎回费率

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都不收取赎回费用。

3.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季季添金的赎回价格以人民币1.000元为基准进行计算；岁岁添金采用“未知价” 原则，即基金份额

的赎回价格以受理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本次开放日,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4日常转换业务

4.1�转换费率

1、基金的转换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费用。（1）

转出基金赎回费：基于每份转出基金份额在转换申请日的适用赎回费率，计算转出基金赎回费。（2）申

购费补差：两只前端收费基金（包括申购费为零的基金）之间的转换，按照转出金额分别计算转换申请

日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如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大于转出基金申购费，则按差额收取申购补差

费；如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小于等于转出基金申购费，则不收取申购补差费。

具体申购费率标准请见本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和最新公告。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2、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转出总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总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转出总额－转出基金赎回费

申购费补差（外扣）＝转出净额×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净额×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由非货币型基金转出时：

转入份额＝（转出净额－补差费）/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型基金转出时：

转入份额＝（转出净额－补差费+结转收益）/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4.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目前暂适用于本基金与本公司募集管理的以下基金：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信诚精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盛世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优胜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中小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信诚优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新兴产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信诚季季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年年有余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月月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幸福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新选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信诚新锐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信诚新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和信诚惠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间的基金份额转换业务（只适用于前端收费模式）。

本公司今后募集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基金转换业务。 具体信息可参见

届时相关公告文件或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进行咨询。

（2）业务办理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本基金转换转出业务，不开放办理转换转入业务。 具体办理时间

与基金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本公司公告暂停赎回时除外）。

（3）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有关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敬请查询2015年2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站的《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5�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6� �基金销售机构

6.1�场外销售机构

6.1.1�直销机构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直销柜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9层,邮编200120,直销传真:

021-50120895,客服热线:400-666-0066。

（2）网上直销平台:交易网址www.xcfunds.com

6.1.2�场外非直销机构

场外非直销机构包括: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

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

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藏同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金

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大泰金石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奕丰金融服务(深圳)

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金斧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乾道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广源达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

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科地瑞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

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基金销售机构的营业网点 (具体申购赎回安排和网点名单请查阅本基金招

募说明书和发售公告以及其他相关的业务公告)。

其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

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目前仅开通季季添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季季添金份额的转换转入与转

换转出业务暂不开通办理，敬请投资者留意。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2013年3月12日起，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工作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

介，披露季季添金和本基金岁岁添金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以及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将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季季添金、 岁岁添金和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并在前述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季季添金、岁岁添金和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8季季添金开放日基金份额净值披露的特别说明

季季添金开放日,按照折算比例调整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同时将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1.000元。

为方便投资者办理赎回业务, 季季添金开放日当日通过本公司网站及销售机构披露的净值为折算

调整至1.000元的基金份额净值,对应查询到的持有的基金份额为折算调整后的基金份额。

季季添金开放日当日通过指定报刊披露的净值仍然为折算日前一日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折算调

整至1.000元的基金份额净值将在开放日后一工作日的指定报刊予以披露。

开放日当日,�季季添金按照1.000元的基金份额净值办理赎回。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本次开放日,即2016年12月12日,开放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

说明。本次开放日，不办理申购业务和转换转入业务。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网

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2)�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分为季季添金份额和岁岁添金份额。 以“运作周年滚动” 的方式运作。 季季

添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3个月开放申购和赎回一次，岁岁添金在任一运作周年内封闭运作，仅在每

个运作周年到期日开放申购和赎回一次。 每次开放仅开放一个工作日。 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的收益计

算方式不同，其中，季季添金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本基金在扣除季季添金的本金和应计

收益后的全部剩余资产归岁岁添金享有，亏损以岁岁添金的资产净值为限由岁岁添金首先承担。 基金

管理人并不承诺或保证季季添金的约定收益，在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的情况下，季季添金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约定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

(3)�季季添金的开放日和折算基准日为同一工作日。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3个月的开放日，基金

管理人将对季季添金进行基金份额折算，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 元，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季季添金份额数按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假设岁岁添金的开放日为T日，则折算基准日为T-2日。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岁岁添金每年折算一

次。折算基准日日终，岁岁添金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将调整为1.000元，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岁

岁添金的份额数将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具体的折算方式及折算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4)�本基金申购与赎回申请的确认原则：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 ,在季季添金或岁岁添金的每个开放日（T� 日）的下一个工作日（T+1�

日），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在任一运作周年的第四个季季添金的开放日，即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的共同开放日（T日）提出的

对于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的申购申请， 如果对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

后，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等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季季添金和岁岁

添金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如果对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

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小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季季添金的申购申请

全部予以成交确认，并对岁岁添金分以下三种情形进行处理：

i. 在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 如果仅对岁岁添金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

认，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等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对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全部不

予确认；

ii. 在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 如果仅对岁岁添金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

认，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仍小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对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全部

不予确认，并按照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等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的原则，对岁岁添金的份

额余额进行按比例强制赎回；

iii. 在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 如果仅对岁岁添金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

认，此时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大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按照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等于

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的原则，对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进行按当日申请比例进行成交确

认，而不会对岁岁添金既有的份额余额进行强制赎回。

如果对季季添金和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大于岁岁添

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岁岁添金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并对季季添

金分以下三种情形进行处理：

i. 在对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 如果仅对季季添金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

认，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等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全部不

予确认；

ii. 在对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 如果仅对季季添金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

认，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仍大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全部

不予确认，并按照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等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的原则，对季季添金的份

额余额进行按比例强制赎回；

iii. 在对岁岁添金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 如果仅对季季添金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

认，此时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小于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按照季季添金的份额余额等于

岁岁添金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的原则，对季季添金的有效申购申请进行按当日申请比例进行成交确

认，而不会对季季添金既有的份额余额进行强制赎回。

本基金此次开放日（2016年12月12日）不开放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可能发生按比例强制赎回的风

险，敬请投资者留意。

具体的确认计算方法及确认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5)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16年11月28日发布的《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基金之季季添金

份额第五个运作周年利差设定的公告》，本基金第五个运作周年的利差值确定为2.0%。

(6)季季添金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年约定收益率将在每个开放日前的第二个工作日

设定，并在开放日公告。 本次开放日次日起所适用的季季添金的年约定收益率将根据此次季季添金的

开放日的前第二个工作日，即2016年1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整存整

取基准年利率（当时适用税率）进行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季季添金份额的年约定收益率（单利）=�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利差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2.0%

季季添金的年约定收益率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

基金管理人并不承诺或保证季季添金的约定收益，在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的情况下，季季添金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约定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 季季添金收益率计算的具体规

定请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7)有关本基金此次开放日开放赎回与转换转出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8)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开放赎回、转换转出及份额折算业务详情，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进行查询。

(9)为确保投资人能够及时收到对账单,请投资人注意核对开户信息是否准确、完整。 如需补充或更

改,请及时到原开户机构更正相关资料。

(10)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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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8日

信诚景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2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景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景瑞

基金主代码 00361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2月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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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以及《信诚景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信诚景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信诚景瑞A 信诚景瑞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614 003615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6]2330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16年10月31日至2016年12月5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6年12月7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278

份额级别 信诚景瑞A 信诚景瑞C 信诚景瑞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350,242,760.42 188,684.00 350,431,444.42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164.71 124.38 289.09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350,242,760.42 188,684.00 350,431,444.42

利息结转的份额 164.71 124.38 289.09

合计 350,242,925.13 188,808.38 350,431,733.51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99.47 0 99.47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3% 0% 0.00003%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

日期

2016年12月7日

注: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法定信息披露费及其他费用从基金发行费用中列

支,不另用基金财产支付。

（2）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3）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

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投资者可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

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xcfunds.com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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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

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2279� � �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2016-076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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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总数为18,669,5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4478%。其中，

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17,919,5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3093%；其他限制股份上

市流通数量为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38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12月12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2490号文核准，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向栗军等49名交易对方合计发行了15,987,437股用于购买北京

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电通” ）100%股权，非公开发行2,798,503股募集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前述股份已于2015年12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后公司

总股本为216,596,780股。

因公司于2016年5月12日实施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上述向栗军等49名交易对方发行的股

份数量变更为39,968,596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541,491,950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股份限售承诺内容

（1）栗军等49名交易对方的相关承诺

根据本公司在收购华夏电通时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

约定，以及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栗军等49名交易对方承诺，其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12个月后，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

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分三期解除限售，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名称

第一期可解锁的股份

数量（股）

第二期可解锁的股份

数量（股）

第三期可解锁的股份

数量（股）

股东性质

栗军（注） 1,531,336 2,130,555 2,996,093 A类交易对方

李俊峰 251,550 188,662 188,662 A类交易对方

张思必 211,057 158,292 158,292 A类交易对方

蒋国兴 115,122 86,341 86,341 A类交易对方

贾瑞明 76,747 57,561 57,561 A类交易对方

谢泳江 76,747 57,561 57,561 A类交易对方

李建 75,937 56,952 56,952 A类交易对方

贾高勇 17,609 13,206 13,206 A类交易对方

周明浩 17,609 13,206 13,206 A类交易对方

夏郁葱 17,609 13,206 13,206 A类交易对方

孙莉 17,609 13,206 13,206 A类交易对方

赵月军 17,609 13,206 13,206 A类交易对方

单衍景 16,620 12,466 12,466 A类交易对方

王瑞宾 16,620 12,466 12,466 A类交易对方

王平 16,620 12,466 12,466 A类交易对方

胡雷 11,634 8,726 8,726 A类交易对方

杨建军 11,634 8,726 8,726 A类交易对方

房兰花 11,634 8,726 8,726 A类交易对方

刘枫 11,572 8,678 8,678 A类交易对方

曹艳中 11,572 8,678 8,678 A类交易对方

李行 11,572 8,678 8,678 A类交易对方

郭武 11,319 8,490 8,490 A类交易对方

张锐锋 11,319 8,490 8,490 A类交易对方

高翔 11,319 8,490 8,490 A类交易对方

杨颖 11,319 8,490 8,490 A类交易对方

邹康 11,319 8,490 8,490 A类交易对方

姚立生 476,932 357,700 357,700 B类交易对方

陈皞玥 222,569 166,926 166,926 B类交易对方

卢昌 139,105 104,329 104,329 B类交易对方

于大泳 111,285 83,463 83,463 B类交易对方

白锐 111,285 83,463 83,463 B类交易对方

仝敬明 79,488 59,617 59,617 B类交易对方

陈亮 690,730 0 0 C类交易对方

达晨银雷高新（北京）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79,184 0 0 C类交易对方

北京辰光致远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630,132 0 0 C类交易对方

苏州工业园区易联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335,818 0 0 C类交易对方

刘海滨 287,804 0 0 C类交易对方

刘卫国 180,380 0 0 C类交易对方

王邦新 153,609 0 0 C类交易对方

梅志勇 115,121 0 0 C类交易对方

肖冰 113,197 0 0 C类交易对方

杨楠 86,341 0 0 C类交易对方

李悦 49,052 0 0 C类交易对方

郭辉 26,412 0 0 C类交易对方

郭超 26,412 0 0 C类交易对方

张晓丽 17,356 0 0 C类交易对方

夏永强 17,452 0 0 C类交易对方

杨怀兵 10,565 0 0 C类交易对方

陈彪 4,986 0 0 C类交易对方

合计 7,167,829 3,789,512 4,655,050

注：栗军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久其软件375,046股股票需锁定36个月，因此表中栗军可分三期

解除限售的股票数按照总额为6,657,984股股票计算。 若栗军取得因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早于

2015年8月12日的，栗军需锁定36个月的股份数应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

定作出相应调整，上表中栗军可分三期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也做相应调整。

在股份锁定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

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①C类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12个月后，C类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可以

解除限售。

若由于C类交易对方中自然人所任职务对C类交易对方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有限制性规

定的，C类交易对方应同时应遵守相关规定。

②栗军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375,046股股份（下称“栗军需锁定36个月的股

份数” ），应于以下条件均得到满足之日起方可解除限售：

A发行结束之日起满36个月；

B第三期解锁条件得到满足后的所剩股份。 第三期解锁条件具体参见本节“④三期解除限售

的前提和条件” 。

③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以及栗军因本次交易而

取得的除栗军需锁定36个月的股份数以外的剩余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进行

转让。 12个月后，A类交易对方和B类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按照40%、30%、

30%分三期解除限售，栗军在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除需锁定36个月的股份数以外的剩余股

份（暂按6,657,984股股份计算）按照23%、32%、45%分三期解除限售。

④三期解除限售的前提和条件

A第一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12个月，且在2015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并

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后，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所持有的当期可解除限售数量的股份，

在扣除上市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如有）的剩余部分（已回购的股份数量大于当期可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量，则差额部分应计入下期应扣除的已回购的股份数量范围内），方可解除限售：

a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不存在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

需进行股份补偿或需上市公司回购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所持股份的情形；或

b虽然发生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久其软件回购的情形，但

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已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充分履行补

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回购完成的。

B第二期应在2016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且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后，A类交易对

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所持有的当期可解除限售数量的股份， 在扣除上市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

量（如有）的剩余部分（已回购的股份数量大于当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则差额部分应计入

下期应扣除的已回购的股份数量范围内），方可解除限售：

a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不存在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

需进行股份补偿或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或

b虽然发生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上市公司回购的情形，但

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已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充分履行补

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已回购完成的。

C第三期应在2017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且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后，A类交易对

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所持有的剩余股份，在扣除上市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如有）的剩余部

分，方可解除限售：

a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不存在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需

进行股份补偿或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或

b虽然发生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上市公司回购的情形，但

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已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充分履行补

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已回购完成的。

⑤虽有上述规定，若华夏电通2015年或2016年末出现经营性净现金流为负的情况，则A类交

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所持有的可解除限售的股份应自动延长锁定12个月， 并累计至下期

可解除限售的股份范围内。 若华夏电通2017年末出现经营性净现金流为负的情况，则A类交易对

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所持有的可解除限售的股份应自动延长锁定， 直至华夏电通经年度审计

后的经营性净现金流转为正。

若由于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所任职务对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转

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有限制性规定的，A类交易对方、B类交易对方和栗军应同时应遵守相关规

定。

（2）赵福君的相关承诺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久其科技参与认购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的华夏电通并购项

目配套资金，公司实际控制人赵福君承诺：自控股股东久其科技所认购的华夏电通并购项目配套

融资对应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持有的562,500股高管

股和187,5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承诺履行情况

经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栗军等49名股东和赵福君均严格履行前述股份锁定承诺。

截至2016年12月12日，栗军等49名股东的第一期限售股份锁定日期距交易完成之日将满12个

月，并且2015年度承诺业绩达成，达到解锁条件。

截至2016年12月12日，赵福君的承诺限售股份锁定日期将满12个月，达到解锁条件。

3、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栗军等49名股东和赵福君均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和非

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情况，且不存在本公司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的事项。

三、本次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人数为50人， 股份数量为18,669,56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4478%。 其中，栗军等49名股东拥有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为 17,919,56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3.3093%； 公司实际控制人赵福君拥有的其他限制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为75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385%。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将于2016年12月12日上市流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备注

1 栗军 17,582,575 3,828,340 公司董事

2 李俊峰 1,572,185 628,874

3 张思必 1,319,102 527,640

4 蒋国兴 719,510 287,804

5 贾瑞明 479,672 191,868

6 谢泳江 479,672 191,868

7 李建 474,603 189,841

8 贾高勇 110,053 44,021

9 周明浩 110,053 44,021

10 夏郁葱 110,053 44,021

11 孙莉 110,053 44,021

12 赵月军 110,053 44,021

13 单衍景 103,880 41,552

14 王瑞宾 103,880 41,552

15 王平 103,880 41,552

16 胡雷 72,715 29,086

17 杨建军 72,715 29,086

18 房兰花 72,715 29,086

19 刘枫 72,320 28,928

20 曹艳中 72,320 28,928

21 李行 72,320 28,928

22 郭武 70,748 28,299

23 张锐锋 70,748 28,299

24 高翔 70,748 28,299

25 杨颖 70,748 28,299

26 邹康 70,748 28,299

27 姚立生 2,980,830 1,192,332

28 陈皞玥 1,391,052 556,420

29 卢昌 869,407 347,762

30 于大泳 695,528 278,211

31 白锐 695,527 278,210

32 仝敬明 496,805 198,722

33 陈亮 1,726,825 1,726,825

34

达晨银雷高新（北京）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1,697,960 1,697,960

35

北京辰光致远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575,330 1,575,330

36

苏州工业园区易联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839,545 839,545

37 刘海滨 719,510 719,510

38 刘卫国 450,950 450,950

39 王邦新 384,023 384,023

40 梅志勇 287,802 287,802

41 肖冰 282,993 282,993

42 杨楠 215,853 215,853

43 李悦 122,630 122,630

44 郭辉 66,030 66,030

45 郭超 66,030 66,030

46 张晓丽 43,390 43,390

47 夏永强 43,630 43,630

48 杨怀兵 26,412 26,412

49 陈彪 12,465 12,465

50 赵福君 59,792,807 750,000 公司董事

合计 99,761,403 18,669,568

注：栗军、赵福君为公司现任董事，二人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均小于其本人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25%。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就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华泰联合对久其软件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股份冻结数据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2481� � �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16-056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及未来增持计划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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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6年12月7日接到董事长

杨君敏先生关于增持公司股份及未来增持计划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增持情况：

姓名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股数

（股）

增持金额

（万元）

杨君敏 竞价交易 2016年12月6日 8.058 11,579,634 9330.87

二、本次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姓名

本次增持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杨君敏 137,857,768 10.91% 149,437,402 11.83%

三、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

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四、未来增持计划

1.增持期间：自2016年12月6日起6个月。 （注：在增持期间内，如存在敏感期、窗口期等深圳证

券交易所规定的不能增持的期间，则增持期间顺延）。

2.增持金额：增持金额不低于3亿元人民币。

3.资金来源及增持方式

增持资金由董事长自筹取得。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及未来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及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董事长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持续关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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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26� � � �证券简称：中潜股份 公告编码：2016-051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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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出现

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简称：中潜股份；代码：300526）自2016年12月

7日开市起停牌。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并申请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证券代码：000998� � � �公告编号：2016-89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并继续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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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2月6日收到股东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新股份）通知，称其于近日将原质押给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6,450,000股公司股

份解除了质押登记（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256,194,674股的0.51%）；同时将5,130,836股

公司股份质押给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1,256,194,674股的

0.41%）。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新大新股份共计持有公司144,384,310股股份，其中质押股份数共计141,920,

3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30%）。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601969� � �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16-077

债券代码：136667� � � �债券简称：16海矿01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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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关于核准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980号)，具体批复

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8,050,314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600242� � � �证券简称：中昌数据 编号：临2016-096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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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10月11日起停牌，公司于2016年10月11

日发布了《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6年10月18日，本公司发布了《中昌大数据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2016-077）， 因本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6年10月11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6年11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相关公告于2016年11月10日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

2016年11月16日，公司发布《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草案的问询函的公告》（临2016-091），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对中

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

228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对《问询函》中

提及的问题进行了回复，回复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发布的《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临2016-094）。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016年11月24日，公司发布《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连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继续停

牌的公告》（临2016-093），公司目前正在筹划涉及收购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停牌前前十名

股东情况详见公司2016年10月20日发布的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的公

告》（临2016-07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各方对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进行研究论证，同时公司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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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603169� � �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16-097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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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24日，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发布了《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84）。 为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

11月24日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0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

业务指引》要求，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发布了《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91）。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就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工作，并积极组织相关中介

机构推进此项工作。 因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为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履行相关程序后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601222� � �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2016-119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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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虹电子"）关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2016年12月5日， 公司控股股东华虹电子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

提前购回交易，将其原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25,2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1.4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7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公告，临

2016-65） 和24,85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8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公告，临2016-66）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办理

完毕（上述公告中原质押股份数量已按2016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进行调整）。

截至本公告日，华虹电子共持有本公司股份704,246,73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40.42%，本次解质押后剩余质押股份数量为79,95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1.35%，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4.59%。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