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诚精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8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精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精萃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550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

年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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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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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信诚精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信诚精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

年

8

月

15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元）

0.9092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人民币元）

1,046,908,195.9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61,727,049.00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10

份基金份额）

2.18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7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12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

收益的25%。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

年

8

月

23

日

除息日

2017

年

8

月

23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

年

8

月

24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确定日为

2017

年

8

月

23

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

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分红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

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前未在相应的销售网点进行分红方式

选择的投资人适用于现金红利分红方式。

(3)咨询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xcfunds.com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关于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降低B类基金份额销售

服务费率的公告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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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协商一致，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17年8月22日起，降低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B类基金份额的

销售服务费率。具体安排如下：

一、调整方案

B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

调整前 调整后

0.30%/

年

0.10%/

年

二、重要提示

1、上述调整事项将在最近一次公告的招募说明书中予以更新。

2、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xcfunds.com

客服电话：400-666-0066

3、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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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至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平安证券、安信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

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旗下的信诚至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 004110，C类:� 004111，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于2017年8月

22日起增加平安证券、安信证券为销售机构。

一、自2017年8月22日起，本基金增加平安证券、安信证券为销售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平安证券、安信

证券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二、投资者欲了解信诚至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介和本公司网站上的《信诚至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免费业务咨询电话：95511-8

网址： stock.pingan.com

2、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17

网站：www.essence.com.cn

投资者也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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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信诚新泽

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一、会议基本情况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340号文准予注册

的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于2017年6月27日生效。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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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召开本

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降低托管费率有关事

项的议案》。会议的具体安排如下：

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17年8月24日起，至2017年9月21日17：00止（以表决票收件人收到表决

票时间为准）。

3、通讯表决票将送达至本基金管理人，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如下：

收件人：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

地址：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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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电话：400� 6660066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降低托管费率有关

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 ），《议案》详见附件一。

三、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17年8月23日，即在2017年8月23日下午交易时间结束后，在本基金登记机

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

四、投票方式

本次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方式仅限于纸质表决。纸质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如下：

1、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

xcfunds.com/）下载等方式获取表决票。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包括基金管理人认可的业务专用章，下

同），并提供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

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3）个人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被代理的个人投资者身

份证件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二）。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

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

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4）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被代理的机构投资者加

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

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5）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机构公章（如有）或由授权代表在表决票

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有效身份证件、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该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

证明文件，以及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

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于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内（以本

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通过专人送交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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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在信封表面注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

决专用” 。

五、授权

为便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参与本次大会，使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次大会上充分表达其

意志，基金份额持有人除可以直接投票外，还可以授权他人代其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投票。根据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表决需符合以下规则：

（一）委托人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委托他人代理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

权。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的同时也可以签署授权委托书，待申购申请确认后，授权委托书自动有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含新申购投资者，下同）授权他人行使表决权的票数按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

记日所持有的基金份额数计算，一份基金份额代表一票表决权。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未持有本基

金基金份额的，授权无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是否持有基金份额以及所持有的基金份额的数额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的

登记为准。

（二）受托人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本次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三）授权方式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仅可通过纸面授权方式授权代理人代为行使表决权。授权委托书的样本请见

本公告附件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下载（http://www.xcfunds.com/）

等方式获取授权委托书样本。

（1）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纸面授权所需提供的文件

① 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代理人应提供由委托人填妥并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授

权委托书的格式可参考附件二的样本），并提供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个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代理人为

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该代理人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

复印件等）。

② 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代理人应提供由委托人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

书的格式可参考附件二的样本），并在授权委托书上加盖该机构公章，并提供该机构持有人加盖公章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

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

供该代理人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

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③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

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如

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

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2）对基金管理人的纸面授权文件的送达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纸面方式对基金管理人进行授权的，可通过邮寄授权文件或在基金管理人柜台办

理授权事宜。

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将其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和所需的相关文件送交基金管理人办公地点。

5、授权效力确定规则

（1）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存在多次有效纸面方式授权的，以最后一次纸面授权为准。不能确定最后一次

纸面授权的，如最后时间收到的授权委托有多次，以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纸面授权为准；

（2）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在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没有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代理人

按照代理人意志行使表决权；

（3）基金份额以非纸面方式进行授权的，为无效授权；

（4）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代理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

行使表决权。

（5）如委托人既进行委托授权，又送达了有效表决票，则以有效表决票为准。

6、对基金管理人的授权截止时间

基金管理人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9月15日16：30时。将纸面授权委托书寄送或

专人送达给基金管理人的指定地址的，授权时间以收到时间为准。

六、计票

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在表决截止日后两个工作日内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2、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享有一票表决权。

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纸面表决票通过专人送交或邮寄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表决时间以收到时间为准。2017年9

月21日17：00以后送达基金管理人的，为无效表决。

（2）纸面表决票的效力认定

① 纸面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会议通知规定，且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本公告规定的

收件人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② 如纸面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的，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

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③ 如纸面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

份或代理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均为无效表决

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④ 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纸面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票；如各表决

票表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i.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被撤回；

ii.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计入弃权表决票；

iii.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收到的

时间为准。

七、决议生效条件

1、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小于

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

2、《关于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降低托管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应当由提交有效

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

3、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的事项，本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五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八、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1、召集人：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 6660066

联系人：金芬泉

联系电话：（021）68649788-6228

电子邮件：alice.king@xcfunds.com

传真：(021)� 5012� 0890

网址：http://www.xcfunds.com

2、公证机构：上海市静安公证处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418号801-804室

联系电话：021-32170132

联系人：陈思清

3、见证律师：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及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联系电话：(021)31358666

九、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基金法》的规定及《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次持有人

大会需要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小

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如果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符合前述要求而

不能够成功召开，根据《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管理人可在规定时

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作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

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作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十、重要提示

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邮寄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

2、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能成功召开或未能通过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根据《基金法》及《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可能会再次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3、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

可致电400� 6660066咨询。

4、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解释。

附件一：《关于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降低托管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样本）

附件三：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附件四：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降低托管费率方案说明书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附件一：

关于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降低托管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

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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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规定，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

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协商一致，决定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

议对本基金降低托管费率。降低托管费率方案说明见附件四《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降低托管费率方案说明书》。

同时，为实施本基金降低托管费率方案，提议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基金管理人办理本次基金

降低托管费率的有关具体事宜，并根据现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降低托管费率方案说明书》 的有关内容对《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及《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修改。

以上提案，请予审议。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或本机构）持有了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份

额， 就投票截止日为2017年9月21日的以通讯方式召开的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本人（或本机构）的意见为（请在意见栏下方划“√” ）：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降低托管费

率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人（或本机构）特此授权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审议上述事项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按照上

述意见行使表决权。本人（或本机构）同意代理人转授权，转授权仅限一次。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签署日起至审议上述事项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若信诚新泽回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重新召开审议相同议案的持有人大会的，本授权继续有效。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填写）：

签署日期：年月日

授权委托书填写注意事项:

1．本授权书仅为样本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参考使用。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以自行制作符合法律规定及

《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要求的授权委托书。

2.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 代为行使本

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3.� 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书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 视为委托人授权代理人按照代理人的意志行

使表决权；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代理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

示行使表决权。

4. 本授权委托书（样本）中“委托人证件号码” ，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的证件号码

或该证件号码的更新。

5.如本次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未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则其授权无效。

附件三

:

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

(

身份证件号

/

营业执照号

)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降低托管费

率有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签名或盖章

2017

年月日

说明：

请以打“

√

”方式在审议事项后注明表决意见。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且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意见。表决意见代表基金

份额持有人所持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表决意见未选、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的表决票（但其他各项符合

会议通知规定的）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结果均计为“弃权”。签名或盖章部分填写

不完整、不清晰的表决票计为无效表决票。

附件四：

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降低托管费率方案说明书

一、声明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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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规定，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

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协商一致，拟对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实施降低托管费率。

本次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降低托管费率方案需经参加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持有人大会表

决通过的可能。

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决议需依法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降低托管费率方案所作的任何决定

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降低托管费率方案或本基金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二、基金合同修改对照说明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五 部 分

基 金费 用与

税收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5%÷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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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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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

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0%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0%÷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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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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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

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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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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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元鑫新收益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

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下简称"大会"）

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大会会议情况

本次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表决投票时间从2017年7月24日起至2017年8月18日17：00止（送达时间以收

到表决票时间为准）。出席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共计697,014,904.58份，

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权益登记日为2017年7月24日,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为697,862,832.52份）的

99.8785%。 大会审议了《关于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管理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其中697,014,904.58份基金份额代表的表决权表示同意，占参会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份基金份额代表的表决权表示反对，占参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份基金份额代表的表决权表示弃权，占参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0%。

本次大会参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超过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二分之一，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权超过参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本次

大会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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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鑫元鑫新收益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通过。

此次大会的计票于2017年8月21日由本公司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及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进行， 并由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

行了公证。本次大会的公证费10000元，律师费30000元，合计40000元，由基金资产承担。

二、 本次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

起生效。本次大会于2017年8月21日表决通过了《关于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管理

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将自决议生效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

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本次大会决议相关事项的实施情况

（1）与决议有关的管理费率调整安排

本基金的管理费率由1.1%调整为0.8%。

（2）调整后管理费率的执行

在通过《关于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管理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的持有人大

会决议生效前，本基金仍执行调整实施前《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管

理费率。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之日即2017年8月21日起，本基金将执行调整后的管理费率。

（3）本公司将于下次更新招募说明书时同步更新相关内容，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四、备查文件

1、《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附件一：《关于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管理费率有关事

项的议案》， 附件二：《关于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管理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说

明》，附件三：《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附件四：《授权委

托书》）

2、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3、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公 证 书

(2017)沪东证经字第21636号

申请人：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200号2层217室

法定代表人：束行农

委托代理人：邵妲妃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二○一七年七

月十七日向本处提出申请， 对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的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的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经查，申请人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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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

规定和《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申请人依法于二○一七年七月十九日在有关报刊上刊登了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

告；于二○一七年七月二十日，七月二十一日在有关报刊上分别刊登了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

次提示性公告和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调整管理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申请人向本处提交了该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二次提示性公告、截至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等文件， 申请人具有召开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合法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本处公证员林奇、公证人员唐宋飞于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上午九时三十分在上海市中山北路909号12层申请人的办公场所对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议案以通讯的书面方式进行的表决在该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派的授权代表陈冬昱的监督下，由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的监督员许天洲、韩锐节进行计票。截至二

○一七年八月十八日十七时，收到参加本次大会（通讯方式）的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效表决所持基金份额共697,014,904.58份， 占二○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权益登记日鑫元鑫

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总份额697,862,832.52份的99.8785%,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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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大会对《关于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管理费

率有关事项的议案》 的表决结果如下：697,014,904.58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份基金份额表示反对；0份基金

份额表示弃权,同意本次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100％，达到法定条件，符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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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 兹证明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召集的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次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对《关于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调整管理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表决的计票过程符合相应程序，本公证书后所附的《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统计表》复印件内容与原件相符。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证员 林奇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恒丰银行为销售机构并

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恒丰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银行"）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7年8月22日起新增委托恒丰银行销售本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恒丰银行的

规定为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恒丰银行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1）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1）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3）；

（2）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8）；

（3）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2）；

（4）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60116）；

（5）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252，C类000253）；

（6）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11）；

（7）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0380(A级)/000381(B级)）；

（8）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65）；

（9）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8）；

（10）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9）；

（11）景顺长城景盛双息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2065，C类002066）；

（12）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75）；

（13）景顺长城量化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74）；

（14）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2792，C类002793）；

（15）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315）；

（16）景顺长城景瑞睿利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007）。

注：景顺长城景瑞睿利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日期截止到2017年9月22日，敬请

投资者留意并于规定时间内提交认购申请。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中国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248号

法定代表人：蔡国华

联系人：李胜贤

电话：021-63890179

传真：021-63890196

客户服务电话：95395

网址：www.hfbank.com.cn

二、通过恒丰银行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恒丰银行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恒丰银行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

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可以投

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基金B级（基金代码：000381）、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0465）、景顺长城景瑞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315）和景顺长城景

瑞睿利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007）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恒丰银行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元（含申购手续费），

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恒丰银行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资者原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定期定额投

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恒丰银行的有关规定。

三、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95

网址：www.hfba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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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

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

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上

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恒丰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恒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协商一致，自2017年8月22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恒丰银行开展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时间、优惠费率以恒丰银行的规定为准。相

关优惠方案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1）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3）；

（2）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08）；

（3）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60112）；

（4）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260116）；

（5）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 000252）；

（6）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11）；

（7）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65）；

（8）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8）；

（9）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79）；

（10）景顺长城景盛双息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065）；

（11）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75）；

（12）景顺长城量化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74）；

（13） 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 002792）。

二、优惠活动内容

（1）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恒丰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渠道一次性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

费模式），享有费率4折优惠。

（2）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恒丰银行柜面一次性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享有费率7

折优惠。

三、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

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申购和转换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3、此次公告的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95

网址：www.hfbank.com.cn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0755-82370688

公司网址：www.igwfmc.com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事宜，敬请投资者留意恒丰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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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0926� � � �股票简称：福星股份 编号：2017-083

债券代码：112220� � � �债券简称：14福星01

债券代码：112235� � � �债券简称：15福星01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7年8月21日（星期一）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8月21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17年8月20日下午15:00至2017年8月21日

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186号福星国际商会大厦28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因公司董事长谭少群先生出差在外，由副董事长张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1人，代表股份263,123,6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949,322,

474股的27.717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16人，代表股份252,153,404股，占公司总股本

949,322,474股的26.561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35人，代表股份10,970,228股，占公司总股本949,

322,474股的1.155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刘强律师、高亮律师出席大

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228,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92％；反对10,895,52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4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13,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403％；反对10,895,5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35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252,228,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92％；反对9,572,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379％；弃权1,323,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8,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5029％。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13,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403％；反对9,57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9356％；弃权1,323,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8,42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242％。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252,230,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99％；反对9,620,3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562％；弃权1,273,2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3,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839％。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15,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530％；反对9,620,309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2418％；弃权1,273,2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3,21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52％。

2.03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252,230,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601％；反对9,564,8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351％；弃权1,328,1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3,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5048％。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15,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568％；反对9,564,809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8885％；弃权1,328,1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3,21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547％。

2.04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252,228,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94％；反对9,566,8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359％；弃权1,328,1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3,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5048％。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13,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441％；反对9,566,809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9013％；弃权1,328,1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3,21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547％。

2.05定价原则与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252,222,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69％；反对9,626,8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587％；弃权1,274,7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4,7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84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07,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021％；反对9,626,809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2832％；弃权1,274,7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4,71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147％。

2.06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252,228,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94％；反对9,612,7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533％；弃权1,282,2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2,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873％。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13,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441％；反对9,612,709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1935％；弃权1,282,2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2,21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625％。

2.07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252,228,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94％；反对9,612,7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533％；弃权1,282,2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2,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873％。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13,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441％；反对9,612,709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1935％；弃权1,282,2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2,21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625％。

2.08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252,230,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601％；反对9,601,9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492％；弃权1,291,0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91,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90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15,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568％；反对9,601,909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1247％；弃权1,291,0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91,01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185％。

2.09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252,230,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601％；反对9,533,5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232％；弃权1,359,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2,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5166％。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15,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568％；反对9,533,509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6893％；弃权1,359,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2,21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539％。

2.10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252,228,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94％；反对9,590,4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448％；弃权1,304,5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2,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958％。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13,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441％；反对9,590,409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0515％；弃权1,304,5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2,21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044％。

2.11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252,222,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71％；反对9,590,4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448％；弃权1,310,5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2,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1％。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07,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059％；反对9,590,409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0515％；弃权1,310,5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2,21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26％。

3、审议《关于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222,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69％；反对9,780,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7169％；弃权1,121,5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5,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262％。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07,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021％；反对9,780,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2584％；弃权1,121,5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5,52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395％。

4、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222,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71％；反对9,686,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814％；弃权1,214,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61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07,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059％；反对9,686,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6638％；弃权1,214,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6,02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03％。

5、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227,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90％；反对9,681,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795％；弃权1,214,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61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12,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377％；反对9,681,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6320％；弃权1,214,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6,02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03％。

6、审议《关于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房地产业务的自查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222,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71％；反对9,686,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814％；弃权1,214,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61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07,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059％；反对9,686,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6638％；弃权1,214,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6,02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03％。

7、审议《关于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222,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69％；反对9,68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816％；弃权1,214,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61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07,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021％；反对9,687,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6677％；弃权1,214,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6,02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03％。

8、审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

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相关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222,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71％；反对9,686,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814％；弃权1,214,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61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07,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059％；反对9,686,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6638％；弃权1,214,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6,02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03％。

9、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23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622％；反对9,673,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763％；弃权1,214,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6,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61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21,2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918％；反对9,673,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5779％；弃权1,214,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6,02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0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强、高亮

3、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