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G32018SH1000037】

上海幸福瑞贝德动力总成有限公司100%股权及上海幸福

摩托车有限公司对上海幸福瑞贝德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的

部分债权

2612.73 252.18

注册资本：2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再制造发动机、再制造变速箱、汽车配件、变速箱的生产，发动机缸体、缸盖的加工，

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安装，钢结构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1255.0000

【G32018SH1000036】 上海天艺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9%股权 817799.89 649771.29

注册资本：28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艺术表演场馆管理。

188433.6748

【GR2018SH1000028-2】

中智江苏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一辆苏

A1D8R8奥迪A4L小轿车）

详见交易所网站 20.6600

【G32018SH1000001】 武汉昭润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2117.41 1917.41

注册资本：1916.9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建材经营销售，设备租赁，房屋租赁，仓储服务，保洁服务，小

型房屋维修 。

1917.4100

【G32018SH1000033】

铜陵三佳山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2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

的18.33％)

15885.63 12810.22

注册资本：1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半导体制造设备、零部件以及附属部件，半导体制造用模具、零部件以及

附属部件，引线框架模具、零部件以及附属零部件，汽车零部件。 半导体设备设计及相关技术

服务。

2348.1200

【GR2017SH1000519-2】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大兴安岭供电公司部分资产

（塔河塔南营业站）

建筑面积 125.13平方米 12.0000

【GR2017SH1000518-2】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大兴安岭供电公司部分资产

（塔河新建供电所）

建筑面积 149.85平方米 20.0000

【GR2017SH1000517-2】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大兴安岭供电公司部分资产

（鑫源小区办公楼）

建筑面积 203.54平方米 63.0000

【G32018SH1000031】 上海汇伦生命科技有限公司10.5877%股权 100669.58 90424.11

注册资本：7209.65�万元

经营范围：化学类医药产品、食品的研究、开发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化

学原料及产品、医药中间体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9632.7000

【G32018SH1000030】 上海永谷园食品贸易有限公司9.434%股权 2221.46 728.37

注册资本：318.00�万元

经营范围：加工食品及加工食品原料、玩具、工艺品、加工食品机械设备、酒、日用百货、化妆品

的批发、佣金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口，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68.7141

【GR2017SH1000654-3】

上海思亮贸易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曹杨路540

号508室房产）

建筑面积 168.8平方米 275.0000

【GR2018SH1000075】

上海市众星房地产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斜土路498、500

号“人才大厦” 601B室、602室）

建筑面积 391.69平方米 703.4000

【G32017SH1000221-2】 江西凤凰光学进出口有限公司100%股权 5984.84 531.21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478.1000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5套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7599.0400

上海港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5套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2458.2900

【Q318SH1014785】

特变电工（德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145万股股份（占总股

本的0.48%）

287.86 287.86

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变压器及辅助设备的制造、销售、电工器材、金属材料、五金、化工产品、

化工原料、塑料制品、建材、电气机械及器材、机械零部件加工、木制品制作；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产品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

术的进口业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水暖电作业分包；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承

包境内外机电行业工程和境内机电行业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承包境外与出口自产设备相关的安装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以及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287.8600

【Q318SH1014784】 上海驿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51%股权 0.33 -22.72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业务，工艺品，保洁服务。

0.0001

【G32018SH1000028】 上海杉德金卡信息系统科技有限公司1.179%股权 238926.24 227685.86

注册资本：12721.50�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领域内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及产品的装配、修理，电器机械

及器材、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家用电器、照相器材、文教用品销售，金融

终端的研发，金融终端机具的生产，电子信息设备、税控器、税控收款机的开发、设计、生产、销

售及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

口业务，实业投资。

2684.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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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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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8年1

月30日以书面、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

2、本次会议于2018年2月9日下午3:00在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召开，采用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

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董事吴潮忠先生、郑栩栩先生、李丽璇女士、林瑞波先生、吴豪

先生亲自出席会议；董事杨煜俊先生、独立董事张宪民先生、杨敏兰先生、黄家耀先生以传真方式参与表决，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

4、本次会议由董事吴潮忠先生主持，公司监事洪福先生、郑景平先生和廖步云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和信（天津）国际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李丽璇女士和林瑞波先生按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于控股子公司和信（天津）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公告（2018-011）》详见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8-012）》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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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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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巨轮智能” ）控股子公司和信（天津）国际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信保理” ）拟开展核心客户供应链应付账款保理资产证券化业务，即和信保理

通过商业保理服务受让主体信用等级高、行业地位突出的核心客户的上游供应商的应收账款并形成应收账

款债权资产后，和信保理作为委托人、发起机构和资产服务机构将由上述应收账款债权组成的资产池中的

每一笔应收账款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以下简称为“入池资产” ）信托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平安信托” ），以该信托财产为基础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资产支持票据，申请注

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具体发行规模将以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的金额为准。

2、 本次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实施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 本次资产证券化业务尚需取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后方可实施，公司

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资产支持票据发行后续事宜。

4、 本次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实施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 本次资产证券化概述

为进一步开拓商业保理业务，增强公司经营能力，巨轮智能控股子公司和信保理拟与主体信用等级高、

行业地位突出的核心客户（包括其下属公司，下同）合作开展核心客户供应链应付账款保理资产证券化业

务，即通过商业保理服务受让核心客户的下属公司的上游供应商的应收账款、并形成应收账款债权资产后，

和信保理作为委托人、发起机构和资产服务机构将由上述应收账款债权组成的资产池中的每一笔应收账款

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以下简称为“入池资产” ）信托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信

托” ），以该信托财产为基础通过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资产支持票据。核心客户作为

共同债务人出具《付款确认书》，确认入池应收账款债权真实、合法、有效，如核心客户的下属公司未能在入

池应收账款到期日足额偿还应付账款，核心客户将对尚未偿还的应付账款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并在入池应

收账款债权到期日前(含该日)向平安信托清偿完毕，不以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于商业纠纷)抗辩，直至入池

应收账款获得全部清偿，承担应付账款到期无条件清偿应付款的义务。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同意和信

保理开展上述资产证券化业务，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资产支持票据，申请注册发行

规模不超过100亿人民币。

本次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实施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实施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资产证券化业务其他主要参与人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27层（东北、西北、西南）、29层（东

南、西南、西北）、31层（3120室、3122室）、32层、33层。

3.�成立日期：1984年11月19日

4.�注册资本：1300000.000000万人民币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6.� 经营范围：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劵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

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

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7.�法定代表人：任汇川

8.�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说明：本公司与受托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本次资产支持票据授权事宜

公司董事会授权控股子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资产支持票据发行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政策及董事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资产支持票据发行

的具体方案。

2、如国家、监管部门对于资产支持票据发行有新的规定和政策，根据新规定和政策对本次资产支持票

据发行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3、聘请本次资产支持票据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承销机构、发行载体管理机构/受托机

构、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及托管银行等。

4、 签署与本次资产支持票据发行相关的各项文件、合同等，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申请文件、募集说明书、

承销协议及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等。

5、 办理本次资产支持票据发行过程中涉及的各项注册备案手续，完成其他为本次资产支持票据发行

所必需的手续和工作。

四、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实施核心客户供应链应付账款保理资产证券化业务， 有利于进一步开展商业保理业

务，增强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能力，一定程度提升公司的营收能力和盈利能力。

五、 本次资产支持票据发行履行的公司内部审批程序

本次资产支持票据的发行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批通过，尚需提交2018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后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获准发行注册后实施。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披露本次资产支持票据的发行情况。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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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8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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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于2018年2月9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2018年2月2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下午15:00至2018年2月27

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

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

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2月22日

7、出席对象：

（1）截止2018年2月22日下午收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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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

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会议，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5号路中段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和信（天津）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

2、《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请查阅2017年10月31日和2018年2月1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7-083）》、《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10)》、《关于控股子公司和信（天津）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资产证

券化业务的公告（2018－011）》。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全部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和信（天津）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

化业务的议案》

√

2.00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18年2月23日、2018年2月26日。

2、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

附件二）、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股东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取传真或书面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

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3、登记地点：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4、通信地址：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5号路中段；邮政编码：515500；来函请在信封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5、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吴豪 许玲玲

（2）联系电话：0663-3271838 �传真：0663-3269266

（3）电子邮箱：xulingling@greatoo.com

（4）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5）授权委托书按附件格式或自制均有效。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31、投票简称：“巨轮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2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

为2018年2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个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有限期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全部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和信（天津）国际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

√

2.00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

注：1、持股数系以股东的名义登记并拟授权股东的代理人代理之股份数，若未填上数目，则被视为代表

全部以股东的名义登记的单位或自然人股份。

2、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股东的，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

位公章。

3、如股东大会有临时提案，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对股东大会临时提案以投票方式(赞成、反对、

弃权)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465� � � �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18-009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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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

线电集团"）计划自增持函发出之日（2018年2月11日）起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拟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增持价

格不高于16.00元/股。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

风险，以及可能存在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前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截止2018年2月10日，无线电集团持有公司502,026,954

股，占公司总股本21.76%。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增持完

成后，不会改变对公司目前的控制情况。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A股普通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增持金额拟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不高于16.00元/股。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增持函发出之日（2018年2月11日）起6个月内。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为无线电集团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以及可能

存在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其他说明

（一）无线电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增持实施完毕之后6个月内及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

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也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002676� � � �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7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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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系统查询到公司大股东蒋九明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部分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具

体如下：

一、大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公司大股东蒋九明先生普通账户和信用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1,610,000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28.00%）。 根据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系统查询到的数据，截止到权益

登记日2018年2月8日，蒋九明先生已经被质押的股份中有1,603,621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0.80%，占公司总股本的0.22%）于2018年2月1日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冻结，冻结期限自

2018年2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

二、大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公司大股东蒋九明先生普通账户和信用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1,610,000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28.00%）。 蒋九明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98,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的98.21%，占公司总股本的27.50%，被质押的股份中累计被司法冻结1,603,621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的0.80%，占公司总股本的0.22%。

关于蒋九明先生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到期、采取的措施及其权益变动相关情况，详见公

司前期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到

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关于第一大股东权益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3）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等相关公告。

蒋九明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质押和被司法冻结， 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2017〕9号），以及《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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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大股东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不得减持股份。

但是，公司暂不能确定相关金融机是否进行强行平仓操作。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融通逆向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2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逆向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融通逆向策略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06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2月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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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 《融通逆向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融通逆向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7]1128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18年1月4日至2018年2月7日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8年2月9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3,531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421,339,766.61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233,001.26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421,339,766.61

利息结转的份额 233,001.26

合计 421,572,767.87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5,081,055.71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1.21%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8年2月11日

注：1、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100

万份以上；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2、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

中列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

的网站（http://www.rtfund.com）或400-883-8088（免长途话费）或0755-2694808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2）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

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

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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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05� � � � �证券简称：金逸影视 公告编号：2018-003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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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逸影视"）于2018年1月3日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类型的议案》及《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变更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2,600万股增加

至16,800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由12,600万元增加至16,800万元。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公告

编号： 2018-001）。

公司于近期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收到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

照》。 变更后的相关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594041317

2、名称：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华成路8号之一402房之一（仅限办公使用）

5、法定代表人：李晓文

6、注册资本：壹亿陆仟捌佰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04年03月01日

8、营业期限：2004年03月01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电影和影视节目发行（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电影放

映（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录音制作（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图书出版（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报纸出版（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期刊出版（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音像制品出版（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电子出版物出版（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互联网出版业（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展

览馆（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小型综合商店、小卖部（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预包装食品零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熟食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非酒精饮料及茶叶零售（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散装食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图书、报刊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音

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肉制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乳制品

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冷热饮品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小吃服务（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广告业；票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游艺娱乐用品零售（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玩具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总部管理；文化艺术咨询服务；计算机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干果、坚果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充值卡销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眼镜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特此公告。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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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G32018SH1000025】 江苏华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47.06%股权 2659.71 908.97

注册资本：3400.00�万元

经营范围：光电子、微电子的研究、设计与销售；物联网应用开发、网络技术开发；自动化系统、

监测系统、智能仪表、传感器的研发、设计、销售与技术服务；自动化系统设备、监测系统设备、

智能仪表、传感器的制造；风机通用机械设备的监测与维护；消防产品的设计、销售与安装服

务；光伏发电工程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428.0000

【G32017SH1000388】 深圳深凯硅胶制品有限公司49%股权 2355.42 474.94

注册资本：69.67�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硅橡胶及导电橡胶电器制品。产品70％外销、30％内销。增加：生产经营塑

胶制品。 五金制品、模具制品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232.7300

【Q318SH1014783】 上海兆能电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11.1088%股权 5718.00

注册资本：204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及配件的研发、设计、组装加工、销售，太阳能光伏并网逆变器的研发、生

产、加工、销售，从事电子产品、太阳能光伏并网逆变器、新能源发电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635.2012

G3Y18SH1000008 上海浦东新区张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25.154%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34-0 上海中唱特种设备机械厂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32-0 烟台德力高电子有限公司7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29-0 上海翔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55%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27-0 中船圣汇装备有限公司26%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26-0 中船圣汇装备有限公司25%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24-0 藏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6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23-0 上海联华超市吉林采购配销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20-0 上海宝钢气体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19-0 成都宏锦置业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018-0 上海申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48%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推介

上海捷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核心资产包含专利及自贸区内房产，公司已取得“活肤因子”发明专利，并注册艾德娜品牌生产，即“艾德娜rh-aFGF生物细胞生长因子” 。aFGF对生物体内部的血管、神经细胞的损伤有着修复作用，对于表皮细胞的损伤也具有治疗修复效

果，同时对于祛除老皮细胞、促进新皮细胞生长有明显效果。 产品可用于术后伤口愈合、器官移植等。 房产位于国际商贸大厦第17层整层（共19层），共14间，共计1388.43平米，每间具有中央空调及独立的卫生间。 国际商贸大厦坐落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内（5号门），目前，上

海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正在酝酿中，该大厦将直接受益，前景无限。

标的转让底价6000万元，如希望拆分资产转让，具体细节面议，有意者请联系股权一部万经理、张经理，电话021-62657272-324、021-62657272-181。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主要资产为旗下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及公司名下商业用地。 该酒店坐落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对面，占地面积219311㎡。

酒店内设五星级酒店标准客房、会议中心、会所和五栋独立式别墅客房组成，同时配备了恒温游泳池、网球场、高尔夫练习馆等健身设施。

酒店经营情况良好，合作方式包括不限于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 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奇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公司主要资产为自有资金建设的综合楼一幢，位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对面，土地证面积4841.14㎡、建筑面积8072.72㎡，共6层商业用房，已办产权证。

主要从事武当山周边园林绿化工程建设项目及为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提供内外景观、山体园林绿化；为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员工提供餐饮、住宿、用房租赁服务；为外单位提供办公、住宿租赁服务等。

合作方式：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等。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 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融资项目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29日，经营范围：殡仪服务、墓穴销售、殡葬用品销售。

该项目计划总用地面积565.6亩，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墓穴69327个，期限20年，每年纪念堂500场次，5000元/场次；餐饮25000人次，20元/人次；墓穴3300个，15000元/个；其他2000人次，100元/人次。 每年营业收入5270万元。

现拟申请融资9000万元，公司股份作质押，资金使用期限六年。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 王悦 021-62657272-171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转让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近年来每年总产值在2亿元左右且每年有20%的提升。 公司团队已超过500人，包含总部职工250人和一支300余人的监理队伍。 公司主要运营核心人员稳定，年富力强，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运营中心、投标中心、核算中心、研发中心四大中心支撑起公司管理体系

架构。 招标代理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四大板块业务齐头并进，采用部门经理负责制结合项目经理负责制的运作模式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技术咨询服务。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 王悦 021-62657272-17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推介

本市核心区域淮海中路（近常熟路）商办、住宅100%股权转让项目（2宗“申汇房地产”项目打包转让），项目信息详见www.suaee.com，或联系股权一部万经理，电话62657272-324。

【G32017SH1000082-2】

上 海 银 河 动 力 金 山 缸 套 有 限 公 司 70.746% 股 权 及

1444.437064万元债权

3905.82 1779.49

注册资本：2233.00�万元

经营范围：内燃机缸套制造，铸铁，铸锻件，五金加工，机械修理，机电产品及内燃机配件销售。

4734.440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