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60� � � �证券名称：德奥通航 公告编号：2018-018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3 月 15 日，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8年 3月 14日以邮件送达。 出席会议的

董事应到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举行与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鑫文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止对部分海外子公司资金

投入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3 月 1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中止对部分海外子公司资金投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9）。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签署〈融资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一）公司贷款及资产质押概述

2017 年 2 月 27 日和 2017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17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

各银行、非银机构等主体申请授信额度，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2017 年 3 月 16 日，公司与深圳市彼岸大道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彼岸大道捌号” ）签署了《融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3 月 1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签署融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21），约定彼岸大道捌号以委托银行贷款方式向公司发放贷款。 经公司与彼岸大道

捌号双方协商一致，对主合同中部分条款作出补充，拟签订《融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拟

以子公司深圳前海伊立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10%的股权做质押，该事项为非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议事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贷款人）：深圳市彼岸大道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借款人）：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深圳前海伊立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鉴于：

甲、乙双方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签署了《融资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 ），其中甲方为

实际贷款人，乙方为实际借款人，主合同约定甲方以委托银行贷款方式向乙方发放贷款，贷款

金额合计人民币壹亿元整。

现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对主合同中部分条款作出补充，签订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

下：

1、新增担保措施

甲方与乙方关联方深圳前海伊立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质押合同》，将其持有的北

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的股权质押给甲方，为主合同项下甲方债权壹亿元的本金

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提供股权质押的

连带责任担保，并在本协议签署完毕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2、关于主合同第七条内容的补充

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在主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 中，增加第 7.6 条，具体约定如

下：

7.6乙方未能按照《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委托银行贷款本金或利息的，甲方

或甲方指定方有权要求乙方提前清偿委托银行贷款的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乙方收到

书面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乙方仍未清偿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的。 甲方有权依法

处置丙方已质押给甲方的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的股权。

特此公告。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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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止对部分海外子公司资金投入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说明：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3 年 8 月，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进入通航业务领域，

从而形成家用电器和通航业务的双主业格局。 为支持通航业务的发展，公司近三年开展了包

括申请配股发行、非公开发行、重大资产重组、向金融机构贷款等直接和间接融资，因遭遇

2015年股市暴跌和证券市场监管调整等因素，导致公司一直无法通过再融资申报从而募集资

金去置换前期投入，部分海外子公司因资金投入不足亦未能实现商业化运营，连续多年持续

亏损状态，其本身难以形成足够现金流维持最低限度的运营资金，在目前状况下公司很难再

以自有、 自筹资金方式继续对相应各海外子公司进行资金投入。 根据当地法律规定，Gobler�

Hirth 发动机有限责任合伙人公司和 Hirth 发动机技术及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统称简称

Hirth)、RotorSchmiede� GmbH(以下简称 RSG)、Mistral� Engines� SA(以下简称 Mesa)、XtremeAir�

GmbH (以下简称 XtremeAir)、Rotorfly 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Rotorfly)、AeroSteyr� Engines�

GmbH(以下简称 ASE)向法院申请托管。

综合考虑后，公司拟中止对上述各子公司的资金投入，待法院管理人正式确立解决方案

后它们将正式进入清算流程。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各相应子公司的情况

(一)� Hirth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Hirth前身 Hirth� Motoren� GmbH成立于 1927 年， 发动机产品已经扩展到 40 多个型号,

功率范围从 5马力到 100马力左右，涉及军事侦察、警用刑侦、飞行训练、飞行娱乐与运动、消

防救援等行业，其产品主要销售地区包括欧洲、美国等。

名称 Gobler�Hirth发动机有限责任合伙人公司

成立日期 1975年 7月 1日

注册地 Benningen�am�Neckar

注册资本 16,361.33欧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HRA�310337(由巴登符腾堡州斯图加特当地法院颁发)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 Hirth发动机及类似产品。

名称 Hirth发动机技术及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3年 12月 9日

注册地 Benningen�am�Neckar

注册资本 26,000欧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HRA�310753(由斯图加特当地法院颁发颁发)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研发，制造，销售 Hirth牌发动机及发动机部件和其他相关的业务

2、财务状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511.51 万元，负债 3,612.08 万元，所有者权益

-100.57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1,441.82万元，实现净利润 -1,445.90万元。

(二)� Mesa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MISTRAL公司成立于 2001年，是以航空转子发动机研发为主的科技公司。

名称 Mistral�Engines�SA

注册登记证号 CHE-109.047.215

成立日期 2001年 5月 23日

所在国家（或地区） 瑞士

注册地址 Avenue�du�Mont-Blanc,1196�Gland

注册资本 441.37万瑞士法郎

主要业务 研发、制造及销售飞机的发动机 /引擎。

股东构成 AeroSteyr�Rotary�Sàrl�持有 96.16%股权

2、财务状况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5,689.91万元，负债 1,322.92 万元，所有者权益 4,

366.99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38.39万元，实现净利润 -376.22万元。

(三)� XtremeAir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XtremeAir� GmbH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是经欧洲 EASA、美国 FAA、中国 CAAC 等

主要国家认证的德国著名的飞机制造商，主要业务为航空固定翼飞机的设计、生产和销售的

公司。

名称 XtremeAir�GmbH

注册登记证号 HRB�5515

成立日期 2005年 11月 30日

所在国家（或地区） 德国

注册地址

Harz大街 2号，39444Hecklingen

（Harzstraβ2;�39444�Stadt�Hecklingen�OT�Cochstedt）

注册资本 2.5万欧元

主要业务 基于新技术和驱动理念的飞机设计，研发，制造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领域

股东构成 RotorSchmiede�GmbH持有 100%股权

2、财务状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4,372.02 万元，负债 3,956.79 万元，所有者权益

415.23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1,145.63万元，实现净利润 -970.67万元。

(四)� Rotorfly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Rotorfly公司是一家研发和生产先进的共轴双旋翼轻型有人直升机的企业， 毗邻俄罗斯

著名的卡莫夫设计局。

名称 Rotorfly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登记证号 1070273001292

成立日期 2007年 3月 29日

所在国家（或地区） 俄罗斯联邦巴什科尔达斯坦共和国

注册地址 乌法市菲琳娜大街 2栋 4号

注册资本 3,600万卢布

主要业务

飞行器（包括航天器）的生产；为飞行器和飞行器发动机提供维修、技术服务以及改装等服务；生

产飞行器火花式点火发动机及其零部件。

股东构成 伊立浦国际持有 99.99%股权

2、财务状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702.80 万元，负债 2,432.66 万元，所有者权益

270.14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2.55万元，实现净利润 5.85万元。

(五)� RSG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RotorSchmiede� GmbH位于德国黑克林根(Hecklingen)，黑克林根隶属于德国萨克森 - 安

哈尔特州(首府马格德堡)。 公司坐落于 Cochstedt/Schneidlingen商业园，毗邻 Cochstedt机场。

名称 RotorSchmiede�GmbH

注册登记证号 HRB�214949

成立日期 2014年 11月 10日

所在国家（或地区） 德国

注册地址 Brienner�Stra?e�7,�80333�München

注册资本 10万欧元

主要业务 研发、生产、 市场、培训，共轴直升机及其他

股东构成 伊立浦国际持有 100%股权

2、财务状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9,248.15 万元，负债 9,750.66 万元，所有者权益

-502.51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实现净利润 -228.55万元。

(六)� ASE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AeroSteyr� Engines� GmbH�公司成立于 2014年，公司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各项用途的柴

油发动机，其总部位于世界发动机之乡奥地利，注册资本 500,000欧元。

公司名称 AeroSteyr�Engines�GmbH

注册登记证号 FN�425307�b

成立日期 2014年 12月 16日

所在国家（或地区） 奥地利

注册地址 Viktor-Kaplan-Stra?e�2��2700�Wiener�Neustadt

注册资本 50万欧元

主要业务 研发、开发、生产和销售柴油机发动机和发动机零部件

股东构成 伊立浦国际持有 100%股权

2、财务状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7,547.39 万元，负债 7,428.89 万元，所有者权益

118.51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499.38万元，实现净利润 -143.92万元。

二、中止资金投入的原因

1、公司“止损、减负”的经营要求。

因公司数次再融资申报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在市场变化、政策调整等种种因素影响下未

能成功推进实施，无法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在通航业务上的投入，公司只能通过自有、自筹资金

方式对包括 Hirth、Mesa、XtremeAir、Rotorfly、RSG、ASE 在内的各通航业务主体进行投入。 上

述各子公司因得不到足够稳定的资金投入，其研发及经营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实际经营连续

几年亏损，在公司以自有、自筹资金方式对通航业务持续投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根据目前

投入水平继续经营下去，势必将会对公司带来更大的损失。

2、短期内难以通过正常股权转让清理退出。

公司拟通过整体打包转让的形式出让上述子公司股权，期间与相关潜在意向方作了多轮

协商，但截止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尚未能完成转让。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旦 Hirth、Mesa、XtremeAir、Rotorfly、RSG、ASE 正式进入清算程序， 它们将不再具备持

续经营能力，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对相关投资、债权按照规定计提减值准备，

其中：

1、对公司报表影响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 Hirth、Mesa、XtremeAir、Rotorfly、RSG、ASE 长期股权投

资账面值为 11,983.87万元，债权 14,795.53万元，待进入清算程序，公司将对相关投资、债权按

照规定计提减值准备，会相应减少公司利润。 预计公司 2017、2018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将出现较大的变动。

2、Hirth、Mesa、XtremeAir、Rotorfly、RSG、ASE清算事项预计对公司资产规模、 净资产、当

期净利润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但有利于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及现金流的改善和提高。

3、战略调整的整体要求

随着公司 2017年 12月以来新一届董事会及经营班子的调整，对发展战略方向及路径进

行了梳理、 调整， 重点筹划推进了与深圳科比特的重大资产重组和湖南邵阳智能制造 (工业

4.0)产业小镇项目。 公司将通过与行业标杆企业或产业基金或地方政府产业平台进行包括但

不限于业务合作、股权购买等方式，全面整合、优化公司的业务结构，未来不排除对目前通用

航空及家电业务板块的重大调整，重新构建公司的价值链、业务结构，真正提升公司的盈利能

力。 拟中止对前述海外子公司投入资金是新经营管理班子为了加强公司安全经营能力，并合

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负债问题， 进而让公司把重点放在最有价值的业务之上的新举措。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理各相应子公司依照所在地法律法规的托管清算程

序及文件签署等必要工作。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事项的进程，积极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权利。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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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董事长、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8年 3月 17日收到公司董

事、董事长、副总经理王鑫文先生的辞职申请。 因身体健康原因，王鑫文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以及副总经理的职务，同时申请辞去在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的相关任职和相关公司子公司、关联公司职务，王鑫文先

生辞职后不在公司及子公司、关联公司担任任何行政职务。

王鑫文先生感谢任职期间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及同仁的合作和厚爱，衷心祝福德奥通

航在新任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抓住发展新机遇，克服困难，取得良好业绩。

公司独立董事对王鑫文先生的辞职进行了核查，认为王鑫文先生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相

符，并认为王鑫文先生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运作。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王鑫文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王鑫文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后不

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

尽快召开董事会，选举新任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王鑫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董事会对董事、董事长、副总经理王鑫文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八日

关于中银中债 7-10 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中国银行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自 2018 年 3 月 19 日起，中国银行开

始办理本公司旗下中银中债 7-10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以

下简称 " 本基金 "；基金代码：005093），本基金募集期限自 2018 年 2 月 2 日至 2018 年 4 月

27日。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相关详情：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号

客户服务电话：95566

公司网站：www.boc.cn

2、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号中银大厦 45层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66；021-38834788

公司网站：www.boc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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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风险，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

绩表现的保证。 本基金的募集初始面值为 1 元，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

能会低于初始面值，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

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

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19日

证券代码：002599� � �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1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5,043,31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6%；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年 3月 20日。

一、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核准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向侯景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94号），核准公司向侯景刚发行 5,684,438 股股份、向周炜发行 5,

812,993 股股份、向北京东方卓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2,521,655 股股份、向张拓发行 622,

997 股股份、向杨建伟发行 415,331 股股份、向韩磊发行 253,813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370,624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前，公司总股本为 135,000,000股。2017年 2月 20日，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的新增

股份正式上市，公司总股本增至 160,361,719股。

2017年 4月 25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7年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2017 年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以未来实施

2016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拟以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

利 0.30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 2017年 5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预案》。鉴于此，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公司总股

本由原来的 160,361,719股增加至 320,723,438股。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为 324,006,118 股, 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38,923,1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88%。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北京东方卓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时承诺，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以其它任何方式解除锁定，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

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截至被本公告日，北京东方卓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上市公司对

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18年 3月 2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5,043,3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北京东方卓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43,310 5,043,310 ———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3月 16日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汇安稳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与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8年 3月 19日起增加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办理汇安稳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212）的开户、认购、申购、定期定额

投资及赎回等业务，具体公告如下：

一、销售机构信息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 1800 号 2 号楼 6153 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

区）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488号太平金融大厦 1503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注册时间： 2014年 9月 23日

联系人： 吴鸿飞 联系方式：021-6537-0077� 传 真：021-5508-5991� 客服电话 ：

400-820-5369

网 址：www.jiyufund.com.cn

投资者可以在上述销售机构的网点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

赎回等业务，相关规则遵照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份额发售公告、基

金合同等法律文件。

二、本次新增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基金

汇安稳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212）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5369

网址：www.jiyufund.com.cn

2、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56711690

网址：www.huian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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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人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3月 19日

证券代码：603811� � � �证券简称：诚意药业 公告编号：2018-009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部分其他股东等

承诺其首发上市流通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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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 月 16 日，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全体解禁

董事、监事、高管、部分其他股东等出具的《关于锁定期满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

诺》，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部分

其他股东等自愿承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上市后 6 个月内不减持，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全体解禁的董事、监事、高管、部分其他股东等承诺：自 2018 年 3 月 15 日起 6 个月

内（2018年 3月 15日至 2018年 9月 15日）不减持公司股份。 自愿锁定股份总计 19,800,000

股，占公司原限售流通股份总数的 30.99%（占解禁股份总数 54.95%），同时本公司控股股东

颜贻意，董事会秘书柯泽慧及股东林子津尚在三年锁定期内，三人所持股份数量合计 27,870,

000股，占公司原限售流通股份总数的 43.62%，合计锁定及不减持股份占公司原限售股份总

数的 74.61%。

目前不减持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数（股）

任秉钧 董事、总经理 2,100,000

沈爱兰 董事 1,950,000

厉市生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600,000

庄小萍 董事 3,000,000

邱克荣 监事会主席 1,200,000

张孚甫 监事 900,000

张志宏 副总经理 600,000

林昕晨 副总经理 600,000

吕孙战 财务总监 450,000

颜茂林 股东 3,300,000

岑均达 股东 2,100,000

茆利平 股东 1,500,000

陈海燕 股东 600,000

谢旭一 股东 600,000

姚其正 股东 300,000

合计 19,800,000

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内，上述人员承诺不转让公司股份，不会委托他人管理公司股份，

亦不会要求本公司回购股份。 在前述延长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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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我公司所管理部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 " 我公司 "）与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

协议，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年 3月 21日起办理我公司管理的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1305）、 九泰天宝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000892）、九泰久盛量化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001897）、

九泰久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002453）及 C 类（代码：002454）、九泰日添

金货币市场基金 A 类（代码：001842）及 B 类（代码：001843）、九泰久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A 类（代码：002840）及 C 类（代码：002841）、九泰锐智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代码：168101）、九泰锐富事件驱动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代码：168102）、九泰锐

益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168103）、九泰锐丰定增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168104）、九泰泰富定增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

码：168105）、九泰锐诚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168108）的销售业务。

一、办理场所及咨询办法

1、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25或 400-860-8866

公司网址：http://www.kysec.cn/

2、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8-0606

公司网址：http://www.jtamc.com/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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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货币市场基金

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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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公

告等资料，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