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93� � �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7-015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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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2月22日～2月23日；其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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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3日上午9:

30～11:30，下午1:00～3: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2月22日下

午3:00至2017年2月23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江滨东大道11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 代表股份527,203,44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2.3279%。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数525,571,325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2.165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632,124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1620%。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孙立律师、徐涛

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章程（2017年2月修订）》。

表决结果为：同意527,170,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8%；反对32,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2%；弃权0股。

上述议案内容参见2017年2月8日《证券时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

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孙立律师、徐涛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47� � � �证券简称：新光圆成 公告编号：2017-004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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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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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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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715.42 185,794.38 101.68%

营业利润

207,466.43 61,031.07 239.94%

利润总额

207,540.34 66,197.88 21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433.12 49,717.31 212.6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241 0.513 141.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30% 23.45% 6.8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532,586.21 953,660.86 6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41,766.01 236,907.87 213.10%

股本

140,621.26 96,943.58 4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5.27 2.44 115.98%

注：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2、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该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借壳上市，因此上年同期数及

本报告期初数以借壳方（法律上子公司）数据填列。

3、重大资产重组前，公司（法律上母公司）股本为25,852.18万股。重大资产重组中，公司

（法律上母公司）向借壳方（法律上子公司）股东发行普通股96,943.58万股，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17,825.50万股，因此本报告期末股本为140,621.26万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6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374,715.42万元，同比增加101.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55,433.12万元， 同比增加212.63%， 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741,766.01万

元，比期初增加213.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5.27元，比期初增加115.98%，其他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增加变动幅度也较大，主要原因为：

1、2016年度，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借壳上市），重组方案为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范

围变更为房地产开发和商业经营为主，回转支承生产和销售为辅的双主业模式，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也发生变化；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266,664.86万元。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导致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股本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较期初增加幅度较大。

2、2016年度， 公司全资子公司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义乌世茂中心项目于

2016年下半年开发完成并达到交付条件， 实现了销售。 报告期内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257,

194.35万元，实现营业利润198,473.0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214.75万元，因此

导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较上年同期增加幅度较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

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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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661� � �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 2017-017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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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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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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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767,614.03 1,891,818,789.18 17.18

营业利润

166,618,069.38 127,426,337.46 30.76

利润总额

175,927,680.52 138,514,694.43 2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4,314,976.81 108,178,994.55 33.40

基本每股收益

0.434 0.430② 0.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3% 13.83% -6.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480,092,143.69 2,455,962,564.77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2,113,119,811.88 2,001,560,601.69 5.57

股本

336,779,098.00③ 112,191,966.00 20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6.27 17.84 -64.85

注：①上述数据是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2016年4月， 因公司实施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总股本由112,191,

966股增至336,575,898股，公司按新股本调整后重新计算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为0.43。

③该股本为公司实收股本数。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小于该披露数据，系因股权激励对象自

主行权所致；中国结算登记的公司股本大于该披露数据，系因股权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后，行权

款转出滞后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1,676.7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18%；营业利润16,661.8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76%；利润总额17,592.7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0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4,431.5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40%。报告期内，上述财务指标同比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1）公司管理层围绕公司发展战略，注重战略布局的平衡性,不断加强销售渠道

建设，公司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销售额稳步增长；（2）公司募投项目及自有资金扩产项目陆

续达产，产能进一步释放，公司在技术研发、品质管控、成本控制等方面取得成效。

报告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7.03%，比上年同期降低6.8%，主要系2015年12月31日，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净资产增加117,750.54万元，由此导致本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同

期相应降低。

公司报告期末股本为33,677.91万元，比期初增长200.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为6.27元，较期初降低64.85%。报告期内，公司上述财务指标同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实施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从而使公司总股本增

加，由此导致每股净资产较期初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6年度经营业绩的

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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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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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4日

股票代码：000564� � �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2017-023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股票简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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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名称和股票简称变更的说明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1月6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董事会、2017年1月23日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

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变更公司名称、股票简称，并授权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公司名称

对应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详见公司2017年1月7日《关

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和股票简称的提示性公告》、2017年1月24日《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完成了公司名称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取得了西安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02220603356T

名称：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西安市解放路103号

法定代表人：姜杰

注册资本：陆拾亿零柒佰捌拾贰万捌仟贰佰叁拾壹元人民币

本次公司名称和股票简称变更具体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中文名称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XI

’

AN MINSHENG GROUP CO., LTD CCOOP GROUP CO., LTD

公司中文简称 西安民生 供销大集

公司英文简称

XI

’

AN MINSHENG GROUP CCOOP GROUP

公司股票简称 西安民生 供销大集

公司股票代码

000564

保持不变

二、公司名称和股票简称变更原因说明

公司于2016年9月完成收购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已从区域性传

统商业企业转型为中国城乡商品流通综合服务运营商。根据重组后公司战略定位，结合公司

重组后业务变化及未来发展战略，公司变更了公司名称和股票简称。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交所核准，自2017年2月24日起，公司股票简称由“西安民生”变更为

“供销大集” ，公司股票代码保持不变，仍为“000564” 。

根据2017年1月23日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

的公司名称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应修改了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不再另行召开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具体修订如下：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公司

”）、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

规范

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和其他有关

规定

，

制订本章程

。

为维护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

规范公司

的组织和行为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和其他有关规定

，

制

订本章程

。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

中文

：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

英文

：

XI

’

AN MINSHENG GROUP CO.,

LTD

公司注册名称

：

中文

：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

英文

：

CCOOP GROUP CO.,LTD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002509� � � �股票简称：天广中茂 公告编号：2017-018

债券代码：112467� � � �债券简称：16天广01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可能构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9月21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

容详见刊登于2016年9月21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

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公司确定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0月12日（星期三）开市起转为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具体

内容详见刊登于2016年10月12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2016年10月21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 公司股票自2016年10月2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2016年10月28日、11月4日及11日， 公司在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

展公告》。2016年11月18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延期复牌的公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

年11月2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2016年11月25日、12月2日、9日及1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2016年12月21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延期复牌的公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2月2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2016年12月28日、2017年1月4日、11日、18日、20日 （21日）、2月3日、10日

及1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披露了《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加快对相关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等工作。与此同时，公司正在就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与交易对方进行持续的沟通和

协商。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

相关议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998� � �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17-012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产品进入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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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2017年版）》【人社部发〔2017〕15号】（以下简称"《2017版医保目录》"），湖南方

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共有71个品种进入 《2017版医保目

录》，其中甲类有25个，乙类46个；主要产品包括：藤黄健骨片、血塞通片、蒙脱石散、阿德福韦

酯片/分散片/胶囊、清脑降压颗粒、头孢克肟片、跌打活血胶囊、龙血竭散、舒尔经胶囊等。本次

新进入《2017版医保目录》的品种有2个，分别是：跌打活血胶囊（乙类）、对乙酰氨基酚栓（乙

类，2016年实现销售约为16.64万元， 适应症为用于儿童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也

用于缓解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偏头痛、牙痛、肌肉痛、神经痛）。

骨科疾病用药的跌打活血胶囊为公司独家产品，公司于2015年3月取得《药品补充申请批

件》与《新药证书》，2016年实现销售约为83.50万元。跌打活血胶囊功能主治为：舒筋活血，散

瘀止痛；用于跌打损伤，瘀血疼痛，闪腰岔气。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中

成药行业市场研究与投资战略规划报告》指出：2007年以来，我国骨科止痛口服中成药市场呈

稳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从2007年4.81亿元增至2013年的16.90亿元，年均增速超过23%，预计

2017年将达到33.72亿元。本次跌打活血胶囊进入《2017版医保目录》有利于扩大产品市场份

额，进一步提升公司在骨科疾病用药市场的竞争力。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多个产品进入本次颁布的《2017版医保目录》，将对今后的销售和长远

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药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

定性，且本次公司药品进入《2017版医保目录》对短期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603998� � �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17-013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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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制药"或"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收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方锦程先生的通知， 方锦程先生已经办理完成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

购回了其质押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9,220,0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75%），股份解

除质押手续已于2017年2月23日办理完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锦程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30,241,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8%；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为29,22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75%，方锦程先生剩余质押的

公司股份总数为0股。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3日

2017年 2 月 2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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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69� � �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17-002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品GMP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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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9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药品GMP认证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为：2017-001）。近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海南美大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大制药” ）

收到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现将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GMP认证相关信息

企业名称：海南美大制药有限公司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保税区内C03号

证书编号：HI20170007

认证范围：片剂、硬胶囊剂（一车间）

有效期至2022年2月19日

二、GMP证书所涉的生产车间（生产线）、产能及代表品种情况

本次《药品GMP证书》认证生产车间为片剂、硬胶囊剂（一车间），工程累计投入人民币约

194.25万元。

序号 生产线名称 年产能 代表品种

1

口服固体制剂一车间片剂

8000

万片 依托红霉素片

2

口服固体制剂一车间硬胶囊剂

1

亿粒 利福平胶囊

三、代表品种的市场情况

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 治疗领域 同类药品的市场情况

1

依托红霉素

片

片剂 抗感染药物

目前国内获得依托红霉素片生产批文的企业共

172

家

。

根据

“

PDB

药物综合数据库

-

重点城市医院用药数

据库

”

的数据统计依托红霉素

2015

年和

2016

年前三季

度的销售额分别为

507.31

万元和

392.78

万元

，

其中占

比最大的为康臣药业

(

内蒙古

)

有限责任公司

。

2

利福平胶囊 胶囊剂 抗感染药物

目前国内获得利福平胶囊生产批文的企业共

534

家

。

根据

“

PDB

药物综合数据库

-

重点城市医院用药数据

库

”

的数据统计利福平

2015

年和

2016

年前三季度的销

售额分别为

2,856.90

万元和

2,256.03

万元

，

其中占比最

大的为成都锦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四、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药品GMP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种类，有利于提高公司生产能力，更好

的满足市场需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各类药（产）品的投产及投产后的具

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

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0880� � �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2017-001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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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以传真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

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下称"会议"）。

本次会议于2017年2月20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通知。应出席会议董事

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共收回有效表决票9票。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地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财务总监曲洪坤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请辞去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曲洪坤女士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陈能之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期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陈能之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附：陈能之先生简历

陈能之先生，41岁，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本公司财务总监。2002年加入潍柴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历任潍柴进出口公司财务经理、潍柴道依茨公司财务总监、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部部长助理、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等职。

陈能之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880� � �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2017-002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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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曲洪坤女士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曲洪坤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曲洪坤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曲洪坤女士辞

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在此，公司对曲洪坤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

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陈能之先生担任公司

财务总监职务，聘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46� � � �证券简称：商赢环球 公告编号：临-2017-034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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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委托理财概述

2016年10月17日，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

次临时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内容详见2016年10月18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商赢环球第六届

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68）、《商赢环球第六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71）及《商赢环球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69）。

2016年11月2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商赢环球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内容详见2016年11月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

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81）。

二、前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2017�年1�月20日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5,000万元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的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17063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2017年2月22日，公司收

回该理财产品5,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140,136.99元。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 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 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严格把

关，谨慎决策，公司所选择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与

该银行保持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使用的情况下进行的。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能进一步

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95,000.00万元，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授权使用剩余额度为25,000.00万元。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4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海富通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和海富通欣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上海天天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参加其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的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天天基金签

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 现增加天天基金为海富通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沪港深混合，代码：519139）、海富通欣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简称：海富通欣益混合A，代码：519222；简称：海富通欣益混合C，代码：519221）的销售机

构，并于2017年2月27日起参加天天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开通时间

自2017年2月27日起，投资者可在天天基金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

务。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个人投资者。

三、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7年2月27日起，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申购本公司上述开放式基金，在不违反法律法

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要求下，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执行固定申购费用的除外)，具体折扣

费率以天天基金活动为准。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

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费率优惠期限

以天天基金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海富通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海富通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富通欣益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富通欣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

2、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在天天基金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

费模式。

3、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天天基金申购业务的手续费（含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产生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天天基金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

者留意前述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5、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天天基金的规定为准。

6、特别提示投资人关注上述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基金管理人

的风险提示。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站：www.1234567.com.cn

天天基金客户服务电话：400-1818-188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官方微信服务号：fund_hft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