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上接B26版)
在市场配置层面，本基金将在控制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前提下，根据交易所
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等市场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的到期收益率变化、 流动性变化和市
场规模情况，相机调整不同市场中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所占的投资比例。
在品种选择层面， 本基金将基于各品种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信用利差水平的变
化特征、宏观经济预测分析以及税收因素的影响，综合考虑流动性、收益性等因素，采
取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在各种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之间进行优化配置。
（
２）久期调整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对影响债券投资的宏观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分析判断，
形成对未来市场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期， 进而主动调整所持有的债券资产组合的久期
值，达到增加收益或减少损失的目的。
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降低时，本基金将所持有的债券组合的久期值延长，从
而可以在市场利率实际下降时获得债券价格上升收益，并获得较高利息收入；反之，
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上升时，则缩短组合久期，以规避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和资
本损失，获得较高的再投资收益。
（
３）收益率曲线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在考察收益率曲线、历史期限结构、新债发行、回购及市场拆借利率等
债券市场微观因素的基础上，利用金融工程技术，通过预期收益率曲线形状的变化来
调整投资组合的头寸，确定采用集中策略、哑铃策略或梯形策略等，以从收益率曲线
的形变和不同期限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利。
一般而言，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陡时，本基金将采用集中策略；而当预期收益率
曲线变平时， 将采用哑铃策略； 梯形策略则在预期收益率曲线不变或平行移动时采
用。
（
４）套利策略
一是跨市套利， 本基金将积极把握我国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可跨市交易的
相同品种收益率的差异、同期限债券品种在一二级市场上的收益率差异、同期限债券
回购品种在不同市场之间的利率差异所产生的套利机会。
二是跨期套利，本基金将利用一定时期内不同债券品种基于利息、违约风险、久
期、流动性、税收特性、可回购条款等方面的差别造成的不同券种收益率的失衡性差
异，同时买入和卖出这些券种。
（
５）个券精选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债券市场收益率数据，在综合考虑信用等级、期限、流动性、市场分
割、息票率、税赋特点、提前偿还和赎回等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不同品种的收益率曲线
预测模型，并通过这些模型进行估值，重点选择具备以下特征的债券：较高到期收益
率、较高当期收入、价值被低估、预期信用质量将改善、期权和债权突出、属于创新品
种而价值尚未被市场充分发现。
（
６）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综合分析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性特征、债性特征、流动性、摊薄率等因
素的基础上， 采用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期权定价模型和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等数量化估值
工具评定其投资价值，选择其中发行条款优惠、安全边际较高、发行条款相对优惠、流
动性良好、基础股票的基本面优良、具有较好盈利能力或成长前景、股性活跃并具有
较高上涨潜力的品种，以合理价格买入并持有，根据内含收益率、折溢价比率、久期、
凸性等因素构建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组合，获取稳健的投资回报。此外，本基金将通
过分析不同市场环境下可转换公司债券股性和债性的相对价值， 通过对标的转债股
性与债性的合理定价，力求选择被市场低估的品种，来构建本基金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投资组合。
（
７）公司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谨慎选择信用等级（
含发行主体信用评级和债券信用评级）高、债券发
行公司基本面良好、债券条款优惠、流动性好的公司债券进行投资。
在分析公司债券信用等级时，本基金将重点选择信誉好、有资质、内控严密、执业
经验丰富、从业人员素质良好、评级程序和方法完善、资本金充足、具有较高市场权威
和品牌效应、独立性强、建立了风险赔偿机制的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信用评级数据。
（
８）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深入分析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利率、 发行条款、 支持资产的构成及质
量、提前偿还率、风险补偿收益和市场流动性等基本面因素，估计资产违约风险和提
前偿付风险，并根据资产证券化的收益结构安排，模拟资产支持证券的本金偿还和利
息收益的现金流过程，辅助采用蒙特卡洛方法等数量化定价模型，评估其内在价值。
３．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票主要投资于新股申购和转债转股，适度参与二级市场，在承担有限风
险的前提下获取股票一、二级市场差价收益和转债转股套利收益，有效提高投资组合
收益率水平。
（
１）股票一、二级市场套利策略
历史经验表明，由于股票一、二级市场价差的存在，参与新股申购能够取得较高
的固定收益。本基金将充分研究首次发行（
ＩＰＯ）股票及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基本面，
根据股票市场整体定价水平，估计新股上市交易的合理价格，同时参考一级市场资金
供求关系， 在此基础上谨慎参与新股申购， 从而在承担有限风险的基础上获取股票
一、二级市场差价收益。
（
２）转债转股套利策略
在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换期内，一般情况下是股票市价低于转换平价，但是，由
于未来股价涨跌具有不确定性，当可转换公司债券或股票交易波动较大时，可转换公
司债券也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出现股票市价高于转换平价，从而产生套利机会。本
基金将通过动态跟踪股票市价和转换平价之间的价差走势， 积极把握转债转股套利
机会，在承担有限风险的基础上获取套利收益。
（
３）动态配置，精选个股策略
本基金利用股票和债券的“
跷跷板”效应，适度配置股票资产，以提高组合收益水
平。在股票选择方面，重点选择具有价值创造优势和估值优势的公司，力求在承担较
低风险的前提下获取稳定的超额收益。
４．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遵循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在深入分析权
证标的证券基本面的基础上，发掘权证投资机会，实现稳健的超额收益。一方面，基金
管理团队将深入研究行权价格、标的价格和权证价格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利用非完全
有效市场中的无风险套利机会。另一方面，基金管理团队将以价值分析为基础，运用
期权、期货估值模型，根据隐含波动率、剩余期限、标的价格走势，并结合基金自身的
资产组合状况，进行权证投资，力求取得最优的风险调整收益。本基金仅将权证投资
作为提高投资组合收益的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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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投资决策
１．决策依据
（
１）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
２）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其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
３）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证券市场政策；
（
４）发债公司财务状况、行业处境、经济和市场需求状况；
（
５）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及未来走势。
２．决策程序
（
１）自上而下的宏观经济分析
本基金将密切关注国内外宏观经济指标及金融数据，跟踪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以
及债券市场利率变化的动向，通过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综合评估，预测其未来的变动走
势，为债券资产配置提供战略安排，并且及时把握制度变化产生的机会。
（
２）自下而上的投资组合构建
一方面，本基金将根据债券市场的历史交易数据，估计出债券市场的历史期限结
构，并对隐含远期利率、历史利率水平、历史利差水平等进行分析，进而对未来的期限
结构变动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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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
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９９，５７２，６９０．３６

９．２９

其中：股票

９９，５７２，６９０．３６

９．２９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９４６，０６８，３０７．１０

８８．２５

其中：债券

９４６，０６８，３０７．１０

８８．２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４０９，６６４．５１

０．２２

８

其他资产

２３，９４７，４７２．３５

２．２３

９

合计

１，０７１，９９８，１３４．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２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２．１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另一方面，本基金将通过综合评价个券收益率、波动性、到期期限、票息、税赋条
件、流动性、信用等级以及债券持有人结构等决定债券价值的影响因素，并运用金融
工程技术构造即期利率收益率曲线。
十、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国债券总指数收益率。
本基金选择中国债券总指数收益率作为业绩比较基准的原因如下：
１．公允性
由于本基金属于债券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对债券等
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８０％， 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
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５％，股票投资只是作为提高投资收益的一种
辅助手段，所以本基金以中国债券总指数收益率作为业绩比较基准，可以比较公允地
反映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能力。
２．易于观测性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所采用的指数是在市场上公开披露的， 中央国债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将中国债券总指数情况于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上公开
发布，易于观察，任何投资人都可以使用公开的数据经过简单的算术运算获得比较基
准，保证了基金业绩评价的透明性。
３．指数发布主体的权威性
该业绩比较基准所采用指数的发布主体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中央国债登
记结算公司是全国债券市场内提供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固定收益证券的
登记、托管、交易结算等服务的国有独资金融机构，是财政部唯一授权主持建立、运营
全国国债托管系统的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登记、托
管、结算机构和商业银行柜台记账式国债交易的一级托管人。由此可见，该指数的发
布主体在证券市场上具有较高权威。
４．指数的知名度
该业绩比较基准所采用指数中国债券总指数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被广
大投资人所认同，并且已被越来越多的证券投资基金使用。
５．指数样本与本基金投资范围的一致性
该业绩比较基准所采用指数中国债券总指数是目前国内涵盖范围最广的债券指
数之一， 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 该指数的样本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具有较高一致
性，能够比较贴切地体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收益特征。
６．不可操纵性
由于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所采用指数具有较高的市场代表性， 遵循客观的编制
规则，具有较强的知名度和权威性，也保证了该指数的不可操纵性。
如果今后证券市场中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或者更科学客观的业绩比较基准适用于
本基金，或者未来市场发生变化导致此业绩比较基准不再适用，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
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及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
投资策略，在履行相应程序的前提下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
变更须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并报证监
会备案。
十一、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与收益
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十二、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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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Ａ

农、林、牧、渔业

２，６９２，４７３．６０

０．２６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５７，８５２，２７２．４０

５．４８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７，９２６，４９８．００

０．７５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８８５，３３４．６４

０．７５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６５．２８

０．００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０５１．１４

０．００

Ｊ

金融业

７，６２６，７２３．００

０．７２

Ｋ

房地产业

１０，３４２，５１５．００

０．９８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２４４，７５７．３０

０．５０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９９，５７２，６９０．３６

９．４４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股）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１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７０４，３００

１３，３１８，３１３．００

１．２６

２

３００３２３

华灿光电

８９２，６４０

１０，８７２，３５５．２０

１．０３

３

６００３７６

首开股份

８５８，３００

１０，３４２，５１５．００

０．９８

４

６０１１８６

中国铁建

６１０，２００

７，９２６，４９８．００

０．７５

５

６００３３５

国机汽车

６０９，８４８

７，８８５，３３４．６４

０．７５

６

０００６８７

华讯方舟

３１８，６５９

５，３３７，５３８．２５

０．５１

７

０００８８８

峨眉山Ａ

３８２，８２９

５，２４４，７５７．３０

０．５０

８

６００４１８

江淮汽车

４３２，４００

５，０６７，７２８．００

０．４８

９

６０１３３６

新华保险

１１６，９００

４，９３２，０１１．００

０．４７

０００４０４

华意压缩

４９９，７００

４，９１２，０５１．００

０．４７

１０

４．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２９，９８２，０００．００

２．８４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８，０４６，４００．００

２．６６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８，０４６，４００．００

２．６６

４

企业债券

５５６，１２８，９０７．１０

５２．７１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４０，０４９，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７

６

中期票据

９０，９２４，０００．００

８．６２

７

可转债（
可交换债）

４，５７８，０００．００

０．４３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地方政府债

９６，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９．１３

１０

其他

－

－

１１

合计

９４６，０６８，３０７．１０

８９．６６

股票代码：002143

股票简称:华钰矿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
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已实施的2016年度权益分派的实际情况,对尹春芬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17.45元/股,回购数量
为196万股。
11、2017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
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对除尹春芬之
司层面业绩未达标,同意公司按照《
外的4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锁期所涉及的已授予但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总计168万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因公司进行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同意对该168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回购数量为470.4万股,回购价格为20.09元/股。
关于回购注销未
12、2017年6月28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达到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除尹春芬之外的4名激励对象第二
个解锁期所涉及的已授予但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总计168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因公
司进行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同意对该168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的回购数量为470.4万股,回购价格为20.09元/股。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2017年1月11日,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会议、公司于2017年2月7日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天神娱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尹春芬系天神娱乐实际
控制人朱晔的母亲,存在《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禁止成为激励对象的情
形,天神娱乐董事会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对尹春芬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7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48.85元/股。
2、2017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
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已实施的2016年度权益分派的实际情况,对尹春芬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17.45元/
股,回购数量为196万股。
验资报告》(中审亚
3、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6月16日出具了《
太字(2017)010501号)。
本次回购前,公司总股本为900,637,407股,本次回购涉及1人,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为
196万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2176%。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上述限制性 股票注销事
宜已于2017年7月14日完成。
三、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数量（
股）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本次变动后

回购注销数量
（
股）

比例（
％）

数量（
股）

比例（
％）

４７６，４３０，２６９

５２．９０

４７４，４７０，２６９

１２，１０２，２７９

１．３４

１２，１０２，２７９

１．３５

４５２，７９１，９９０

５０．２７

４５２，７９１，９９０

５０．３８

１，９６０，０００

５２．８０

１１，５３６，０００

１．２８

９，５７６，０００

１．０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４，２０７，１３８

４７．１０

４２４，２０７，１３８

４７．２０

三、股份总数

９００，６３７，４０７

１００

８９８，６７７，４０７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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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公司”)的股东西藏铠茂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铠茂”)持有公司股票32,542,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26,352,600股的 6.1826%。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在六个月的减持期间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不超
过21,1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4.0087%)的非限售流通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6
月27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上的《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2017040号)。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西藏铠茂于2017年7月14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按每股24元的价
格,减持了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份10,513,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9974%。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西藏铠茂发出的《
西藏铠茂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减持计划实施情
况的告知函》。现根据《
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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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将西藏铠茂有关减持计划的具体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7年6月27 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网上刊登了 《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
划的公告》 (2017-040号),股票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进行减
持,减持数量不超过21,100,000股,不超过本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0139%(注:因公司在此期间完
成了股权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因此21,100,000股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为4.0087%)。减持期间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六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进行减持的,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个自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数量（
张）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０１１６９８４６１

１６中电投
ＳＣＰ０１２

７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５６，０００．００

６．６４

２

０１１７５２０１４

１７铁道
ＳＣＰ００１

７００，０００

６９，９９３，０００．００

６．６３

３

１４８０３４９

１４合肥滨投
债

６００，０００

６１，８４８，０００．００

５．８６

４

１０１６５３０２２

１６国电集
ＭＴＮ００１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９，５３５，０００．００

４．６９

５

１４００６５

１６江苏１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８，２１５，０００．００

４．５７

１

６．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０．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０．１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
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１０．２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形。
１０．３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５，４２８．７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４，２３０，７８５．８２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９，６６１，２４７．８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０．０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３，９４７，４７２．３５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
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３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２％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
如下：
Ｈ＝Ｅ×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
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３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
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
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
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４、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
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２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５、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 不列入基金财产，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
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采用前端收费的形式收取申购费用， 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的大小分为五
档，具体如下表所示：

２、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
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２５％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
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赎回费率随投资人持有本基金的时间的增加而递减，具体如下表所示：
赎回费
持有期限（
Ｙ）

费率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Ｙ＜１年

０．１％

２００８年

１．００％

０．１２％

２．３４％

０．２２％

－１．３４％

－０．１０％

１年≤Ｙ＜２年

０．０５％

２００９年

１８．１２％

０．３５％

－１．２４％

０．１０％

１９．３６％

０．２５％

Ｙ≥２年

０

２０１０年

２．８３％

０．３０％

１．９２％

０．１０％

０．９１％

０．２０％

２０１１年

０．１７％

０．２７％

５．７２％

０．１１％

－５．５５％

０．１６％

２０１２年

４．０８％

０．１９％

２．５１％

０．０７％

１．５７％

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

０．６９％

０．１６％

－２．１０％

０．１１％

２．７９％

０．０５％

２０１４年

１５．１４％

０．２６％

１１．２３％

０．１５％

３．９１％

２０１５年

１３．０８％

０．４０％

８．０３％

０．１１％

５．０５％

０．２９％

２０１６年

２．１６％

０．１１％

１．３０％

０．１２％

０．８６％

－０．０１％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

０．１７％

０．０７％

－０．５２％

０．１１％

０．６９％

－０．０４％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日）起
至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

７１．６１％

０．２７％

３２．３４％

０．１１％

３９．２７％

０．１６％

０．１１％

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４）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６５％年费率计提。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股票简称：印纪传媒

注：１年为３６５天。
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５日起，本基金在直销业务中对于养老金客户的前端收费模式实施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章节。
特定申购、赎回费率，详见“
３、转换费
基金转换时所需要的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管理人根据公平合理原则
所确定的转换费用构成。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转入基金时，原则上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
确定的转换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转换费
用。基金管理人在不同基金间设置固定的转换费率。
不同转换方向的转换费率设置以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公告为准。
（
三）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原更新招募说明书进
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相关财务数据的截
１、在“
止日期；
三、基金管理人”中，对基金管理人的概况及主要人员情况进行了更新；
２、在“
四、基金托管人”中，对基金托管人的概况及主要人员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在“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部分代销机构，并更新了部分代销机构的
４、在“
资料；更新了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的资料
九、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５、在“
十、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截至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的基金投资业绩；
６、在“
７、对部分表述进行了更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8日

编号：2017-070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和延期复牌原因
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发
2017年4月18日，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布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印纪传媒，证券代码：002143）自2017年4月
18日开市起停牌。 经过初步沟通和论证， 本次重大事项将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于
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停牌公告》。
2017年5月3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2017年5月10日、2017年5月17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司股票
2017年5月18日，公司发布了《
自2017年5月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重大资产
2017年5月25日、2017年6月1日、2017年6月8日、2017年6月15日，公司发布了《
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2017年6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重组事项申请继续延期复牌的议案》。2017年6月17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司股票自2017年6月1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2017年6月23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
2017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和《
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谅解备忘录的议案》。同日，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DMG(HONGKONG)GROUPLIMITED（
以下简称"DMGHK"）、公司控股股东肖文革
先生全资持有的公司VICTORYHARBORLTD.（
以下简称"VICTORYHARBOR"）与标的资产股
东LIZHANINVESTMENTLIMITED（
以下简称"LIZHANINVESTMENT"）签署了关于收购境外标
的资产的谅解备忘录（
以下简称"备忘录"）。2017年6月29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签署重大资产
重组谅解备忘录的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2017年7月6日、2017年7月13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2017年7月14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将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
关工作，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情况较为复杂，涉及境外标的资产，相关的法律、商业、
财务尽职调查及相关工作量较大，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公司预计无法按
原计划于2017年7月18日前按照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二、申请延期复牌和后续工作计划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交易所的相关规定，2017年7月14日，
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
案》。因此，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2017年7月18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
公司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6个月， 即公司预计将在继续停牌不超过3个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
的时间内 （
2017年10月18日前） 按照 《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等信息 （
以下简
称"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复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重组相关各方将加快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程和各项工作，
并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
进展公告。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公告。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未超过3个月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
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超过3个月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

少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
公 司 本 次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的 初 步 意 向 标 的 资 产 主 要 包 括 为
以下简称"ASIAWIN"）的100%股权，最终标的资产范
ASIAWINGLOBALHOLDINGSLIMITED（
围仍待交易各方论证后在最终的正式交易文件中确定。
根据各方签署的备忘录， 股权受让方为DMGHK、VICTORYHARBOR。 股权转让方为
LIZHANINVESTMENT。
2、交易具体情况
鉴于DMGHK拟联合VICTORYHARBOR通过现金方式收购LIZHANINVESTMENT持有的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备忘录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意向性约定如下：
ASIAWIN的100%股权（
（
1）交易方案
VICTORYHARBOR和DMGHK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LIZHANINVESTMENTLIMITED
持有的ASIAWIN的100%股权等资产（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标
本次交易方案仍在论证过程中，各方将就方案的具体细节进一步磋商（
的资产范围、交易具体方案、股权转让价格、业绩承诺与补偿、交易程序和审批程序等）。
（
2）交易价格
交易价格最终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出具的评估报告确
认的评估值为基础并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
（
3）其他
备忘录仅为协议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 待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
尽职调查、交易结构设计等相关工作完成后，由协议各方按照备忘录规定的原则确定最终交
易方案并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以正式签署的交易协议
为准。
3、与本次交易对方的沟通、协商进展
公司、VICTORYHARBOR正在积极与标的资产股东就方案的具体细节进一步磋商，具体
交易方案尚在论证中，具有不确定性。公司、VICTORYHARBOR与标的资产股东已经签署关
于收购境外标的资产的谅解备忘录， 各方将积极与相关方就本次重组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
进一步沟通、协商及论证，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具体方案、股权转让价格、业绩承诺与补偿、交
易程序和审批程序等。
4、本次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名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为北京达
辉律师事务所，商业及财务尽职调查机构为RSMConsulting(HongKong)Limited。目前，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涉及的尽职调查及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相关中介的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之
中。
5、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部门事前审批情况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就交易方案可能涉及的审批事项进行论证分析。 目前本次交易尚
需履行的有权部门事前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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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437

债券名称

债券代码

２．２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沪港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沪港通股票投资。
３．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公告编号:2017-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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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涉及人数为1人,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共计196万股,占回
购前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总股本的0.2176%。
2、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7.45元/股。备注: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总股本321,656,21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4.1226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8股。上述权益分派方案于
2017年5月12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数量由70万
股调整为196万股,回购价格由48.85元/股调整为17.45元/股。
3、 公司已于2017年7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和注销登记手续。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关于公司<限制
1、2015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同时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召开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关于公司<限
2、2015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激励对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象名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发表了《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关于公司<
3、2015年12月8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
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激励计划（
草案）》及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2015年
4、根据《
关于向激励对象
12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5年12月14日，授予5名激励对象
共计550万股限制性股票。
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授予符合《
办法》和《
备忘录1、2、3号》和《
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意向
公司5名激励对象授予55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5、2015年12月14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制性股票的议案》，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
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相符。
关于限制性股票
6、2015年12月30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并披露了《
授予完成的公告》，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6年1月4日。
7、2017年1月11日,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尹春芬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同日公司审议通过了《
关于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次解锁事宜,可以解锁数量为144万
股。
8、2017 年 1 月 26 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股票138万股上市流通。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9、2017年2月7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尹春芬持有的全部限制性股票70万股,回购价格为
48.85元/股。
10、2017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５．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１０．４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０．５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１０．６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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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表现。投
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股票代码:601020

B27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重整进展的公告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

减持股数

减持
比例

西藏铠茂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４日

２４元／股

１０，５１３，５００股

１．９９７４％

(二)股东实施减持计划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股

本次减持后持股

持股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股数

持股比例

４３，０５６，０００股

注）
８．１９０６％（

３２，５４２，５００ 股

６．１８２６％

注:2017年6月27 日, 西藏铠茂的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时公司的总股本为525,676,600股,西
藏铠茂所持股份数量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8.1906%。2017年7月6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中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526,352,600股。
(三)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五)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西藏铠茂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
西藏铠茂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18日

公告编号:2017-091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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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概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2016年12月28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使用任一时点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2017年5月23日、2017年6月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2017年第三次临时
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增加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自有闲置资金额度进行委托理财。
本次委托理财额度增加后,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合计可进行委托理财的额度
由人民币6亿元增加至人民币20亿元。
在上述投资额度内,各投资主体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理层负责具体组织实
施。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12月29日、2017年5月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使用闲
24日披露于《
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7-064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二、股东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及相关持股变动情况
(一)股东实施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西藏铠茂创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股票简称：*ST重钢

截至2017年7月17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银行理财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终止日期

实际收益

是否到
期

－

否

－

否

－

否

公司名称

受托方

委托理财金额

起始日期

公司

工商银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０日

公司

浦发银行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１日

－

公司

中国银行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１日

２０１７年８月８日

公司北京分公司

民生银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２日

－

－

否

上海华拓医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３日

－

－

否

－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理财产品受托方无关联关系。
二、委托理财余额
截至2017年7月17日,公司委托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余额为4.1亿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本公司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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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因已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
（
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第13.2.12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17年7月4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届
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即2017年8月1日实施停牌。
一、重整进展
以下简称"重庆一中院"）作出（
2017年7月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渝01破申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重庆来去源商贸有限公司提出的对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
5号《
下简称"重庆钢铁"或"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并指定重庆钢铁清算组作为管理人（
详见重庆
钢铁于2017年7月4日发布的《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1）。
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管理人已经
全面启动债权申报登记及审查工作。债权申报截止日期是2017年8月11日。截至目前，共有
228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228笔债权，申报金额为1,960,445,393.11元，经管理人审查初步
确认103笔债权，初步确认金额1,160,084,763.64元。
二、风险提示
（
一）公司股票存在暂停上市的风险
公司股票因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2017年经审计的净利润，或者2017年经审
计的期末净资产仍为负值，则根据《
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自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披
露日起停牌，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
定。
若人民法院未在2017年7月3日至重庆钢铁2017年年报披露日之间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证券代码:600117
债券代码:122158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债券简称:12西钢债

重庆钢铁股票未能复牌，重庆钢铁将被暂停上市，公司股票也就无法复牌，直接进入暂停上
市阶段。
（
二）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首先，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
即2018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或者
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能在法定期限
内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的规定，公司股
票将终止上市。
其次，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但公司尚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
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最后，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避免连续亏
损，但公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公司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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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管理人将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密切关注并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7月18日

公告编号:2017-043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西钢债” 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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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回售代码:100918。
● 回售简称:西钢回售。
● 回售价格:100元/张。
● 回售申报期:2017年6月5日、2017年6月6日、2017年6月7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7年7月17日。
● 有效回售申报数量:3,899,050张,回售金额:389,905,000元。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16日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12西钢债”),
根据《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设定的回售条款,“
12西钢债”持
有人在回售申报日(2017年6月5日、2017年6月6日、2017年6月7日)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
12西钢债”进行了回售申报登记。公司分别于2017年6月1日、6月2日、6月3日、6月9日发布了
《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西宁特
12西钢债”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临2017-024号)、《

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西
12西钢债”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临2017-026号)、《
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12西钢债”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临2017-028
号)、《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2西钢债”公司债券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临2017-032
号)。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6月8日提供的数据, 总额为4.3亿元的
“
12西钢债”的回售数量为3,899,050张,回售金额为389,905,000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量为40,
095,000元。公司在2017年7月17日(回售资金发放日)发放回售资金389,905,000元。
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
12西钢债”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如下:
单位:张
变更前数量

变更数量

变更后数量

４，３００，０００

３，８９９，０５０

４００，９５０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