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2017年8月1日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7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易方达黄金主题（QDII-LOF-FOF）

基金主代码 16111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LOF）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7年8月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7年8月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8月1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7年8月1日为瑞士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7年8月2日

恢复赎回日 2017年8月2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7年8月2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7年8月2日为瑞士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注：1）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场内简称为易基黄

金。

2）由于外汇额度限制，自2016年11月25日起，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

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不应超过500万元（含500万元）。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易方达国企改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17年7月27日起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国企改革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1382）的销售机构。

特别提示：2017年7月24日至2017年8月18日为本基金的认购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牛锡明

联系人：张宏革

联系电话：021-58781234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上海银行大厦29楼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联系人：芮敏祺

客户服务电话：95521

传真：021-38670666

网址：www.gtja.com

3.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周杨

联系电话：0755-82130833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传真：0755-82133952

网址：www.guosen.com.cn

4.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1号高德置地广场F栋18、19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3号高德置地广场E栋12层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联系人：甘蕾

联系电话：020-38286026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33

传真：020-38286588

网址：www.wlzq.cn

5.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23甲

办公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23甲

法定代表人：马功勋

联系人：李泓灏

电话：024-23255256

传真：024-23255606

客户服务电话：4006180315

公司网站：www.iztzq.com

6.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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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2017年8月1日暂停申购、

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7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QDII）

基金主代码 1180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标普全

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7年8月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7年8月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8月1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7年8月1日为瑞士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7年8月2日

恢复赎回日 2017年8月2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7年8月2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17年8月2日为瑞士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注：由于外汇额度限制，自2016年11月25日起，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两类基金份额均暂停大额申购业务。 对于人民币基金份额

（代码118002）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金额（含定期定额投资）不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含

500万元人民币），对于美元现汇基金份额（代码000593）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金额不超

过50万美元（含50万美元）。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暂停相关业务针对本基金所有基金份额类别（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118002，美

元现汇份额基金代码为000593）；

(2)�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7日

股票代码：000977� � �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7-057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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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自2017年7月27日开市起复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917号文核准，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浪潮信息”或“公司” ）向截至2017年7月18日（股权登记日）深

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浪潮信息

全体股东（总股本999,282,714股），按照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

（A股）。本次配股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7月25日（R+5日）结束。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

如下：

一、认购情况

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17年7月18日（R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999,

282,714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股权登记日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份数

量299,784,814股，发行价格为10.34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主机统计， 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网上认购数据验证，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项目

有限售条件股东

认购

占可配售股份总数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东认购

占可配售股份

总数比例(%)

A股股东认购合计

占可配售股

份总数比例

(%)

有效认购股数

（股）

1,186,709 0.40% 288,782,748 96.33% 289,969,457 96.73%

有效认购资金

总额（元）

12,270,571.06 0.40% 2,986,013,614.32 96.33% 2,998,284,185.38 96.73%

注：尾数差异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本次浪潮信息配股可配售股份总数299,784,814股。 本次配股全

部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本次发行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负责组

织实施。

本次浪潮信息原股东按照每股人民币10.34元的价格， 以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参与配

售。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配股登记业务指南（2017� 年版）》中的零碎股

处理办法，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循环进位给数量大的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份；

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 对配售股份不足

1�股的部分，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

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本次配股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1、向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售结果

截至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2017年7月18日）收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总量

为995,327,017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17年7月25日），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

认购数量为288,782,748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299,784,814股的96.33%，认购金额为2,986,

013,614.32元。

2、向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售结果

截至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2017年7月18日）收市，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总量

为3,955,697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17年7月25日），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

购数量为1,186,709股， 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299,784,814股的0.40%， 认购金额为12,270,

571.06元。

3、承诺认购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了其全额认购

的承诺，分别认购股数为122,623,680股、1,186,709股，分别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299,784,814

股的40.90%、0.40%；

综上，公司合计2家股东履行了其全额认购的承诺，合计全额认购了123,810,389股，占本

次可配售股份总数299,784,814股的41.30%。

4、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本次配股认购股份数量合计为289,969,457股， 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299,784,814股的

96.73%，超过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原股东认

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百分之七十”视为发行失败的限制，故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5、送达通知

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知。

三、配股除权与上市

本公告刊登当日（2017年7月27日）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配股除权日），除权价

格依据实际配股比例计算，相当于每 10�股配售2.901776股。 本次发行获配股份上市时间将

另行公告。

四、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

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17年7月14日（R-2）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

明书摘要》和《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公告》，投资者也可到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询《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

发行的相关资料。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它事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

述媒体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公司股票自2017年7月27日开市起复牌。

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浪潮路1036号

法定代表人：张磊

联系人：刘荣亚

联系电话：0531-85106229

传真：0531-85106222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18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5层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传真：021-68876330

发行人：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603636� � �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2017-081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期满暨实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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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津市凯信金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凯信金鹏” ）持有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16,94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6%。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于2017年1月19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 凯信金鹏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23.41万股， 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20%

（若减持计划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

整）。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凯信金鹏于2017年2月15日至2017年4月6日期间以大宗交易方式

合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7.89万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96%。

公司于2017年7月26日收到凯信金鹏发来的《关于减持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果的

告知函》，凯信金鹏前期披露的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现将其有关减持计划的具体实施情

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天津市凯信金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所持股份来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凯信金鹏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6,94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6%（公司于2017年4月7日完成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总股本由原来

的101,707,880股增至406,831,520股，凯信金鹏持有公司股份总数同比增加）。 凯信金鹏所持股

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其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所取得

的股份。

（三）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及减持事项披露情况

公司于2017年1月19日披露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5）。 2017年2月15日，凯信金鹏通过大宗交易减持128,9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凯信金鹏

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于当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的提

示性公告》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自2017年2月15日至2017年4月6日期间，凯信金鹏按照减持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公司股份97.89万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96%，具体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等见本公告之“三、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及相关持股变动情况” 。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来源、数量、减持比例、减持期间（不超过6个月）、减持方式及合

理价格区间等具体安排

凯信金鹏作为公司首发原始股东， 其拟在2017年1月19日披露的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

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23.41万股的公司股份，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2.20%，减持价格根据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不低于人民币83元/股。 若计划减持期间

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数量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二）凯信金鹏减持承诺具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凯信金鹏严格遵守了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承诺，其减持事项与已披露

的承诺一致。

三、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及相关持股变动情况

（一）股东实施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元） 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凯信金鹏 普通股

2017年2月15日 90.00 大宗交易 128,900 0.13%

2017年2月28日 90.10 大宗交易 150,000 0.15%

2017年3月16日 90.00 大宗交易 250,000 0.25%

2017年3月20日 91.50 大宗交易 250,000 0.25%

2017年4月6日 92.07 大宗交易 200,000 0.20%

合计 978,900 0.96%

截至本公告日，凯信金鹏因二级市场价格波动的原因，在减持计划期间实施了部分减持，

其于2017年2月15日至2017年4月6日期间以大宗交易方式实际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7.89万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96%，占其拟减持股份总额的43.82%。 减持后，凯信金鹏仍持

有公司股票16,94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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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信金鹏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5,214,250 5.13% 4,235,350 4.16%

注：公司于2017年4月7日完成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总股本由原来

的101,707,880股增至406,831,520股，凯信金鹏持有公司股份由4,235,350股增至16,941,400股。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凯信金鹏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日，凯信金鹏

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2、凯信金鹏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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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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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制度的规定。

3、凯信金鹏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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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

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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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度报告》及《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17

年7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26日

关于增加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广发证券"）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广发证券自2017年7月27日起销售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简称：工银四季收益债券，基金代码：164808）。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5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http://www.gf.com.cn/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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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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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7日

关于增加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的基金销售协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2017年7月27日起销售工银瑞信深证红利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481012�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6� /� 95521

网址：http://www.gtja.com/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网站：www.icbcc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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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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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7日

关于泰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新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银行"）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自2017年7月27日起，本公司旗下泰

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10,以下简称"本基金"）将增加招商银

行为销售机构。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联系人：李卓凡

客服电话：95555

网址：www.cmbchina.com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

以销售机构相关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tkfunds.com.cn） 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1895522)垂询相关事宜。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7月27日

2017年 7月 27日 星期四

B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415� � � �证券简称：渤海金控 公告编号：2017-135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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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渤海金控"）于2017年4月24日、5月16日

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2017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5月17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2017-070、2017-093、

2017-100号公告。

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津渤海"）对天津渤海全资或控股SPV、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渤

海"）及其全资或控股SPV、横琴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皖江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航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200亿

元人民币及30亿美元或等值外币，授权期限至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之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业务需要， 香港渤海向UOB� Kay�

Hian�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UOB"）申请了3,500万美元贷款,香港渤海以其持有

的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6,993,500股H股股票为上述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为支持该融资业

务顺利开展，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于2017年7月24日与UOB在香港签订了《担保

合同》，公司及天津渤海为香港渤海上述3,500万美元贷款（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7529计

算折合人民币约23,635.15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或天津渤海对天津渤海全资或控股SPV、香港渤海及其全资或控股

SPV、横琴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航

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已使用2017年度担保授权额度42,724.13万元人民

币及61,000万美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公司及天津渤海为香港渤海提供的担保金额

纳入2017年公司或天津渤海对天津渤海全资或控股SPV、香港渤海及其全资或控股SPV、横琴

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航空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及30亿美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

内。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Hong� Kong� Bohai� Leasing� Asset� Management� Corp.,� Limited；

3.成立日期：2009年10月27日；

4.注册地址：Room� 2103� Futura� Plaza� 111� How� Ming� Street� Kwun� Tong� KL;

5.注册资本：2,886,617,379美元；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主要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资产管理；

8.股权结构：天津渤海持股100%；

9.财务数据：截止2016年12月31日，香港渤海总资产2,053,918.3万美元，净资产440,177.8

万美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289,271.7万美元，净利润31,221.2万美元。 截止2017年3月31日，香

港渤海总资产2,964,046.5万美元，净资产445,957.2万美元；2017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119,799.2

万美元，净利润7,112.1万美元（2017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3．担保金额：3,500万美元；

4．本次担保审批程序及相关授权：本次担保金额已纳入2017年度公司或天津渤海对天

津渤海全资或控股SPV、香港渤海及其全资或控股SPV、横琴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其全资

或控股SPV、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航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SPV不

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及30亿美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内。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为香港渤海提供上述质押担保系支持香港渤海业务发展。

本次担保有助于增强香港渤海资金实力并提升其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促进香港渤海业务发

展，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不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10,196,335.64万元，均为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其中公司对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金额203,022.23万元，对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290,

400万元人民币、49,900万美元 （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7529计算折合人民币336,969.71万

元）；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对其全资SPV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839,671.14万元，对控股子公

司横琴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担保金额50,000万元, 对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担保金额79,300.00万美元 （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7529计算折合人民币535,504.97

万元） 和24,170万欧元 （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1：7.8613计算折合人民币190,007.62万元），

HKAC和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1,147,767.62万美元（以美元兑人

民币汇率1：6.7529计算折合人民币7,750,759.97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截止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10,219,970.79万

元，占2016年度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约47.18%，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其中公司对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金额203,022.23万元， 对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之全资

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290,400万元人民币、49,900万美元

（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7529计算折合人民币336,969.71万元）；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对

其全资SPV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839,671.14万元， 对控股子公司横琴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50,000万元, 对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保金额82,800.00万美

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7529计算折合人民币559,140.12万元）和24,170万欧元（以欧元

兑人民币汇率1：7.8613计算折合人民币190,007.62万元），HKAC和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

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1,147,767.62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7529计算折合人民

币7,750,759.97万元）。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担保的

情况。

特此公告。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826� � � �证券简称： 坤彩科技 公告编号：2017-024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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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以下简称"中行福清分行"）

签署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2亿元认购了

中行福清分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期限63天，预期年化净收益率3.9%。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7年5月2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015））。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产品规定到期日赎回，实际年化净收益率3.9%，收回本金22,000万元，

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480,931.51元。

二、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2017年7月20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

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开放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书》，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保本开放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产品期限：3个月

4、认购币种：人民币

5、认购金额：20,000万元

6、预期利率：4.3%（净收益率）

7、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兴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保本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

行程序，确保保本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

末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

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

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本次使用20,000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影

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

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未到期理财产品总金额为20,000万元。

六、备查文件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销售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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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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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4,700万元购买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由

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开放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书》，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保本开放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产品期限：1个月

4、认购币种：人民币

5、认购金额：4,700万元

6、预期利率：4.3%（净收益率）

7、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兴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保本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

行程序，确保保本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

末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

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公司本次使用4,700万元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

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未到期理财产品总金额为4,700万元。

五、备查文件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销售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601857� � � � �证券简称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临2017-03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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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0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预计2017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同比大幅增加，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90-110亿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本公司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5.28亿元。

(二)�每股盈利：人民币0.003元。

三、本期业绩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

2017年上半年，世界经济温和复苏，全球石油市场逐步趋向平衡，国际油价较去年同期

明显上升。本公司坚持稳健发展方针，充分发挥上下游一体化优势，根据市场情况优化生产

运营，加强产炼运销储贸综合平衡，深入开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严控投资和成本费用，预

计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2017年下半年，预计国际油价中低位震荡运行，仍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继续坚持稳

健发展方针，大力实施资源、市场、国际化和创新战略，不断优化业务布局和资产结构，持续

推进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努力保持生产经营平稳向好，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7年半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