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于2017年8月23日的申购、赎回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申请作无效处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8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场外基金简称 银华全球优选 (QDII-FOF)

基金主代码 183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相关业务作无效处

理的起始日及原因

说明

申购申请作无效处理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赎回申请作无效处理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定期定额投资申请作无效处理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请作无效处

理的原因说明

根据《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华全球核心优选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以及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

基金的投资运作情况，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美国纽约证券交

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开放日。 鉴于2017年8月23日香港联合

交易所因台风临时休市，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对于投资者于2017年8月23日

提交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全部作无效处理，申购和定期

定额投资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2017年8月24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恢复正常交易，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1月9日发布的《银华全球核心优选

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办理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本基金自2017年8月24日仅恢复

办理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继续暂停本基金10万元以上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 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万元，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购失败；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多

笔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万元，本基金将按申购金额大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10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

成功，其余确认失败。 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若香港联合交易所继续全天暂停交易，本基金也将继续暂停当日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情见届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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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4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华

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7年8月25日起至

2017年8月28日止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参加银华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180031 银华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费率优惠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商银行任一渠道办理上述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基金投资者。

三、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2017年8月25日15:00起至2017年8月28日24:00止。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工商银行及本公司最新公告

信息为准。

四、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时，

享有申购费率最低为“1折” 的优惠费率，具体折扣费率以工商银行活动公告为准,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

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上述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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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工商银行，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工商银行

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 易会满

客服电话 95588 网址 www.icbc.com.cn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重要提示 ：

1、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

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2、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参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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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4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银华

沪港深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于

2017年8月23日的申购、赎回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申请作无效处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8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沪港深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沪港深增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1703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银华沪港深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银华沪港深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相关业务作无效处理

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申购申请作无效处理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赎回申请作无效处理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定期定额投资申请作无效处理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请作无效

处理的原因说明

根据《银华沪港深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华沪港深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以及银华沪港深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情况，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和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

易日的交易时间，如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本基金不开放。 鉴于

2017年8月23日香港联合交易所因台风临时休市， 该日沪港通下港股通暂

停交易，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对投资者于2017年8月23日提交的申购、赎回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全部作无效处理，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款项将退

回投资者账户。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2017年8月24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恢复正常交易，本基金也将于同日恢复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若香港联合交易所继续全天暂停交易，本基金也将继续暂停当日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

情见届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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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4日

关于银华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在中信证券（山东）

有限责任公司开通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山东” ）签署的代销协

议，自2017年8月23日起，银华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940）在中信证券山东开通

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 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金额，但最低不少

于人民币100元（含100元），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开通情况以中信证券山东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

咨询有关详情：

1)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层（266061)

法定代表人 杨宝林

客服电话 95548 网址 www.citicssd.com

2)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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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4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于2017年8月23日的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申请作无效处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8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QDII）

基金场内简称 H股分级

基金主代码 16183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银华恒生中国

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相关业务作无效处理

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申购申请作无效处理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赎回申请作无效处理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定期定额投资申请作无效处理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请作无效

处理的原因说明

根据《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华恒生

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以及银华恒生

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情况，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银华恒生中国企

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开放日。 鉴于2017年8

月23日香港联合交易所因台风临时休市，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对于投资者于

2017年8月23日提交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全部作无效处

理，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

简称

H股分级 H股A H股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

代码

161831 150175 150176

该分级基金是否对申

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申请作无效处理

是 -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2017年8月24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恢复正常交易，本基金也将于同日恢复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若香港联合交易所继续全天暂停交易，本基金也将继续暂停当日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

情见届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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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4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于2017年8月23日的赎回业务

申请作无效处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8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场外基金简称 银华抗通胀主题（QDII-FOF-LOF）

场内基金简称 银华通胀

基金主代码 16181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和《银华抗通胀主题证

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相关业务作无效

处理的起始日及

原因说明

赎回申请作无效处理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赎回申请作无效处理的原因说明

根据《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银华抗通胀主题

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开放日。

鉴于2017年8月23日香港联合交易所因台风临时休市，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

对于投资者于2017年8月23日提交的赎回业务申请，全部作无效处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2017年8月24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恢复正常交易，本基金也将于同日恢复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若香港

联合交易所继续全天暂停交易，本基金也将继续暂停赎回业务，详情见届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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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4日

大成恒生综合中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QDII-LOF）暂停申购、赎回及

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8月2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恒生综合中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

基金简称

大成恒生综合中小型股指数(QDII-LOF)(场内简称：恒生中

小)

基金主代码 16092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大成恒生综合中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

基金合同》、《大成恒生综合中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LOF）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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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由于台风“天鸽” 的影响，香港交易所于2017年8月23日停

止交易一天，港股通当日亦暂停交易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由于受到台风“天鸽” 的影响，香港交易所于2017年8月23日突发休市暂停交易一天，港股通当日亦

暂停交易。 根据大成恒生综合中小型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

的规定，非港股通交易日本基金不开放，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7年8月23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

额申购）、赎回等业务。

2、若2017年8月24日恢复港股通交易，本基金也将于该日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赎回等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若港股通继续全天暂停交易，本基金也将继续暂停当日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赎

回等业务，详情请参见届时公告。

3、投资者于2017年8月23日提交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赎回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将确认失败，申购

和定期定额申购款项将退回到投资者账户，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

服务热线：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或登陆网站www.dcfund.com.cn获取相关信息。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4日

大成海外中国机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暂停申购、赎回及

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8月2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海外中国机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大成海外中国机会混合 （QDII-LOF）(场内简称： 海外中

国)

基金主代码 16092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大成海外中国机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

同》、《大成海外中国机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招

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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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8月23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由于台风“天鸽” 的影响，香港交易所于2017年8月23日停

止交易一天，港股通当日亦暂停交易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由于受到台风“天鸽” 的影响，香港交易所于2017年8月23日突发休市暂停交易一天，港股通当日亦

暂停交易。 根据大成海外中国机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的规定，

非港股通交易日本基金不开放，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7年8月23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 （含定期定额申

购）、赎回等业务。

2、若2017年8月24日恢复港股通交易，本基金也将于该日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赎回等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若港股通继续全天暂停交易，本基金也将继续暂停当日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赎

回等业务，详情请参见届时公告。

3、投资者于2017年8月23日提交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赎回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将确认失败，申购

和定期定额申购款项将退回到投资者账户，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

服务热线：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或登陆网站www.dcfund.com.cn获取相关信息。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4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大成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

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大成互联网思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大成景阳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简称：顺丰控股，证券代码：002352）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8月22日

发布了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

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截至2017年8月22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名称

获配股数

（万股）

总成本

（万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万元）

账面价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比

例

限售期截止日

大成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27.3373 7999.999587 7.8947% 8013.639825 7.9082% 2018-8-22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70.5030 6000.00057 2.2629% 6010.23075 2.2668% 2018-8-22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113.6687 4000.001553 1.6270% 4006.821675 1.6298% 2018-8-22

大成互联网思维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8.4172 1000.001268 0.7128% 1001.7063 0.7140% 2018-8-22

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85.2515 3000.000285 1.8497% 3005.115375 1.8528% 2018-8-22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198.9201 6999.998319 1.7838% 7011.933525 1.7868% 2018-8-22

大成景阳领先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85.2515 3000.000285 1.4447% 3005.115375 1.4471% 2018-8-22

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85.2515 3000.000285 1.4453% 3005.115375 1.4477% 2018-8-22

大成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56.8343 1999.999017 1.6766% 2003.409075 1.6795% 2018-8-22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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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7� � � �证券简称：岭南园林 公告编号：2017－107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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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8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珠海市岭南金控投资有限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53,000万元自有资金参与东莞民营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增资完成后，珠海市岭南金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不超过5.3%的股权。 上述议案已

经公司2017年8月21日召开的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及《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17年8月22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珠海市岭南金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金控” ）与参与本

次增资扩股的其他交易对方（合计22家公司，以下合称“甲方” ）及东莞市世莞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乙方” ）、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莞民投” 、“丙方” )在东莞共同签署

了《关于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 )

岭南金控对莞民投认缴增资额确认为5亿元，出资比例为5%。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岭南金控与关联人尹洪

卫先生担任法定代表人之控制主体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公司与本次投资的其他参与主体不存在

关联关系，公司已按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

三、增资扩股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东莞市莞城街道旗峰路合和街商会大厦4楼401

4、法定代表人：黄为国

5、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项目投资、物业投资、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 投资咨询；物业租赁、物业管

理。

标的公司未来的业务拓展主要集中在“三个板块” 十个方面，即产城投资建设板块、基金股权投资板块

和金融类金融板块，以及地标性总部、三旧、小镇、TOD、基建、银行、保险、基金、股权和资金管理等十个方

面，且随着形势和发展的需求逐步调整。

（二）增资扩股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1、本协议签署时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东莞市世莞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万元 100%

合计 3000万元 100%

2、增资扩股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东莞市世莞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亿元

（认缴增资7000万元）

1%

2 珠海市岭南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5亿元 5%

3 东莞市三正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5亿元 5%

4 东莞市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亿元 5%

5 广东嘉宏集团有限公司 5亿元 5%

6 广东宏远投资有限公司 5亿元 5%

7 广东粤丰投资有限公司 5亿元 5%

8 东莞市快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亿元 5%

9 东莞市高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亿元 5%

10 东莞市亿民科技有限公司 5亿元 5%

11 广东中惠集团有限公司 5亿元 5%

12 广东珑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亿元 5%

13 东莞临深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5亿元 5%

14 东莞市庆益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8亿元 4.8%

15 广东银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亿元 4.8%

16 东莞市创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8亿元 4.8%

17 东莞市世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4.35亿元 4.35%

18 东莞市大城区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4.7亿元 4.7%

19 东莞市埔田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4.68亿元 4.68%

20 东莞松山湖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3.4亿元 3.4%

21 东莞市朗联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3.24亿元 3.24%

22 东莞沿海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2.2亿元 2.2%

23 东莞水乡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2.03亿元 2.03%

合计 100亿元 100%

四、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东莞市世莞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世莞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莞城街道兴塘社区旗峰路合和街商会大厦3楼30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为国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

东莞世界莞商联合会（社团法人）是经由莞商代表于2012年9月发起成立的由全球莞商自愿结成的非

营利性社团组织。 其构成为企业会员、个人会员。

2、东莞市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高埗镇高埗大道南32号振兴办公大楼4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创志；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

程，建筑设计、园林工程；销售：建筑材料、装潢材料、包装材料、塑料制品、家具、纸制品、五金交电、日用品、

文化办公用品、电子产品、通讯器材及设备、机电设备及配件。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张创志持股33.40%、张庆祥持股33.30%、张润柏持股33.30%。

3、东莞市三正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三正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塘厦镇迎宾大道三正半山酒店行政楼三楼；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莫浩松；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金融投资及管理。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东莞市三正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0%、广东三正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0%。

4、东莞市高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高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万江街道大汾社区金田工业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欧阳忠；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欧阳忠持股51.00%、李玉光持股15.00%、庄树广持股13.50%、卢宝祥持股12.50%、

袁毅持股8.00%。

5、广东嘉宏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东嘉宏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石龙镇聚龙湾聚豪华庭首层商铺2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桂萍；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物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建筑工程及装饰装修工程承建、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酒店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销售：建筑材料、木器制品、

日用百货、五金电器、电子产品，国内货运代理。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方桂萍持股50%、刘汝榕持股50%。

6、广东宏远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东宏远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南城街道宏远路宏远大厦16楼B区3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振强；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商业投资、教育投资、投

资咨询服务；商业信息咨询，煤炭开采及销售；采矿高新技术开发；机械设备、采矿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及租

赁；煤炭项目管理咨询服务、煤矿建筑工程施工；矿产品、钢材、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的销售；物业管理。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

7、东莞市亿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亿民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东城街道园区东城科技园彩怡广场1号楼06号铺；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健民；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及软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调试及维护；智能化产品、安防产品、通讯设备系统

的生产、销售、安装及维护；楼宇智能系统的安装；安全防范电视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综合布线系统，计

算机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和机房防雷系统设计、安装、施工和维修；销售：电脑周边设备、耗材；物业管

理；室内装饰。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广东光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广东业成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东莞

市桃源商住建造有限公司持股98%。

8、广东粤丰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东粤丰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南城街道三元路2号粤丰大厦办公2501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惠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销售：钢材、建筑材料、建筑机械、五金交电。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郭惠强持股100%。

9、广东中惠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东中惠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路南中惠华庭8幢7层之二；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叶惠全；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室内装饰；房地产经营；物业管理；投资顾问咨询服务；货物进出

口。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叶惠全持股51%、余丹云持股49%。

10、东莞市快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快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南城区新城石竹花园E栋2层203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罗爱文；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物业租赁、管理；房地产投资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批发和零售：装饰材料。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罗爱文持股90%、雷梓豪持股10%。

11、广东珑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广东珑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五路5号星城翠珑湾11号商业住宅商铺119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秋芳；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销售：电器、电子工具、办公设备及耗材、软件、汽车配件、汽车用品、通讯设备、金

属材料、铝合金；家具展览；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租赁；企业销售策划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

各类广告；网络工程服务；室内装修。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东莞市名晋实业有限公司持股51%、东莞市金季实业有限公司持股49%。

12、广东银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东银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常平镇常黄路朗贝段发展大厦；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应洪；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尹应洪持股61.43%、尹创铸持股8.57%、周炳良持股8.57%、李创志持股8.57%、陈劲

松持股6%、周永春持股3.43%、陈锦新持股3.43%。

13、东莞市创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创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东坑镇黄屋村工业区2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卓芬；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汽车配件、五金、建筑材料、机械及配件。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东莞市鸿信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14、东莞市庆益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庆益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东坑镇黄屋村东兴中路372号东裕广场第四层40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卓航；

注册资本：1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销售：钢材、建筑材料；生产、销售：五金、塑胶。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卢卓航持股100%。

15、东莞市世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世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大朗镇长塘社区美景中路769号1539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沛光；

注册资本：8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项目投资、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咨询；销售：建筑材料、纺织品、电子产品。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该公司的股东为梁沛光持股50%、梁永雄持股50%。

16、东莞松山湖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松山湖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礼宾路1号控股大厦8楼80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满新；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项目投资；物业投资；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物业租赁；物业管理。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陈满新持股100%。

17、东莞市大城区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大城区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路571号2-3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绮霞；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周绮霞33.333%、陈浩华13.333%、罗爱武13.333%、王健平13.333%、广东兴华燃气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3.333%、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13.333%。

18、东莞临深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临深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塘厦镇塘兴路8号中发大厦办公1301；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炳辉；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项目投资、物业投资、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物业租赁、物业管理。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 东莞清溪民营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9.48%、 东莞凤岗民营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4.98%、东莞塘厦民营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55%。

19、东莞水乡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水乡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望牛墩镇赤滘横海村；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伟锋；

注册资本：20,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项目投资、物业投资、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物业租赁、物业管理或

公司股东会决定开展的其他经营项目。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 东莞市金华锋物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9.26%、 东莞市松谷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4.78%、林钟龙持股9.85%、周汉球持股8.87%、区志洪持股7.39%、东莞市伟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持股4.93%、

祝汝培持股4.93%。

20、东莞沿海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沿海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长安镇咸西社区莲峰路32号一楼102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启平；

注册资本：2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物业投资、股权投资。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詹任宁持股27.27%、孙沛林持股22.73%、陈启平持股22.73%、东莞市镇港民营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9.09%、戴乐生持股4.55%、李伟年持股4.55%、方国帆持股4.55%、陈醒华持股4.55%。

21、东莞市埔田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埔田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横沥镇中山路580号农村商业银行；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志华；

注册资本：47,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项目投资、物业投资、实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广东仙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1.36%

东莞市增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1.54%

谢卓华 10.69%

东莞市伟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0.69%

广东弘信包装有限公司 8.55%

东莞市鑫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7.48%

东莞市新中能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6.41%

东莞市浩洲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27%

东莞市利丰创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27%

东莞市茶山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4.27%

苏伟良 3.21%

温国枝 2.14%

东莞市海霞贸易有限公司 2.14%

罗稳洪 1.07%

东莞市汇林包装有限公司 1.07%

余丽杏 0.43%

袁绍林 0.43%

22、东莞市朗联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朗联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大朗银朗南路288号商会大厦3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梁永雄；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梁永雄持股99.00%、钟叶英持股1.00%。

除因东莞世界莞商联合会（社团法人）法定代表人兼会长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导致本次对

外投资涉及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其他交易对手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五、增资扩股协议主要条款

1、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增加至100亿元，增加的注册资本99.7亿元按照增资协议约定的认

缴比例由各方进行认购。

2、岭南金控以5亿元认购“莞民投” 本次增资扩股的股份，占“莞民投” 增资后注册资本的5%。

3、认缴出资缴纳：

各方一致同意以现金向标的公司缴纳认缴全部出资，各方均按照协议规定进度进行足额缴纳，自标的

公司登记成立之日起三年内，要求分期分批全额缴足各自认缴的出资总额。

4、标的公司增资扩股后的治理架构

4.1�股东会

标的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为标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4.2�董事会

标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 董事任期每届3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经任命方同意

可以连任。

标的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副董事长1名。

董事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董事长、董事是否兼任经理、副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4.3�经营管理层

标的公司设经理1名，副经理若干名，由标的公司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标的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具体职权、任期等事项，由标的公司的章程及经理工作制度等另行规定。

4.4�监事会

标的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2名、职工监事1名；股东代表担任

的监事由标的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

5、甲、乙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5.1�甲、乙各方享有以下权利：

根据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有选举和被选举董事、监事权；

查阅、复制公司章程、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向股东会提出提案；

对公司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质询；

要求公司为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名称、住所、出资额及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上；

按本协议约定转让和出质所持有的股权，优先购买公司其他股东转让的出资；

公司新增资本时，原股东可以优先认缴出资，按照增资前各自实缴出资比例认缴新增出资；

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

公司终止时，在公司办理清算完毕后，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享剩余资产。

5.2�甲、乙各方应承担以下义务：

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遵守公司章程，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不按本协议约定进度缴纳认缴出资（包括但不限于到期时不出资及/或到期时不足额出资），应向已按

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公司成立后，不得抽逃出资；

保守公司商业秘密；

支持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岭南金控本次对外投资是为贯彻落实东莞民营资本发展的会议精神，积极响应东莞

推动社会金融组织建设的要求，共同促进莞商企抱团发展，加快资本融入市场，整合民营资本助推企业转型

升级，积极探索以资本为纽带驾驭发展资源的新模式。

2、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市场风险

本次投资未来仍有可能面临行业竞争加剧和市场变化等方面的风险。 为此，公司及岭南金控将充分利

用自身行业优势、结合甲、乙、丙三方平台资源共同促进莞商企协同发展，达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目的。

（2）整合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是由众多东莞商企共同参与投资的项目，岭南金控仅作为参股股东对莞民投进行投

资，能否实现协同发展以及各方在经营、技术、业务等方面的整合存在一定的风险。

为此，公司及岭南金控将积极加强与标的公司及其他投资方的沟通，充分发挥公司在企业转型、资本运

作、经营管理及技术方面的优势，加深各方的全面了解，实现抱团发展、融合发展。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岭南金控参与本次对外投资项目，有利于集结东莞商企力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及东莞产业经济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关于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639� � � � �证券简称：凯普生物 公告编号：2017-047

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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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5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使用不超过16,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在2017

年5月19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上述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网址：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近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现金管理，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签约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金额

（万元）

产品类型 产品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潮州分行枫溪支行

中银稳富-融荟系列理

财计划（91天）

AMHQRH9

1DGC

1,000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7年 11 月 21

日

4.5%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潮州市分行

“乾元-至尊宝 （七

夕）” 2017年第40期人

民币理财产品

GD08QYJB

201700432

8,000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7年 11 月 23

日

4.75%

3

管理人： 广发证券资

产管理（广东）有限

公司

托管人： 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多添富4号X120天 8760Z3 5,000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7年 12月 21

日

5.5%

二、审批程序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均在审批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联说明

公司与上述单位无关联关系。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

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自有资金适度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二）通过进行适度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

业绩水平，充分保障股东利益。

六、公司过去十二月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一）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过去十二个月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签约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金额

（万元）

产品类型 产品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潮州市分行

韩元-众盈保本型2017

年57期人民币理财产

品

GD08QYZ

Y2017057

M3

13,000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17年8月18日 4%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潮州枫溪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 期 开 放

【CNYAQKF】

CNYAQKF

1

1,000 保证收益型 2017年8月21日 3.3%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汕头分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

产品（CNYS172293）

CNYS1722

93

2,000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17年8月25日 4%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过去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签约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金额

（万元）

产品类型 产品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潮州市分行

韩元-众盈保本型2017

年57期人民币理财产

品

GD08QYZY

2017057M3

1,500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17年8月18日 4%

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前进支行

广发银行 “薪加薪16

号” 人民币理财计划

XJXSLJ6249 12,000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17年8月23日 4.1%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潮州分行

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

型（定向）2017年第41

期

7D041BBX 1,500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17年8月23日 3.5%

截至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由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投资

理财产品的金额范围和投资期限。

七、备查文件

1、《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5、《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6、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协议书及说明书等。

特此公告。

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