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三

B4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3167� � �证券简称：渤海轮渡 公告编号：2018-035

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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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18�年5月 21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11,832,000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完成了《渤海轮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有关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授予及调整情况简介

1. 渤海轮渡于2017年1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渤海轮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渤海轮渡独立董事就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方案（草案）》及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 渤海轮渡于2017年12月26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渤海轮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3. 渤海轮渡于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1月8日在公司内网将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进行公示。 公示期

满后，监事会于2018年1月27日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4. 渤海轮渡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获得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渤海轮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综合方案的批复》(辽国资分配[2017]339号)文件，原则同意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5. 渤海轮渡于2018年1月31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渤海轮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授权

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相关事宜。

6.2018年5月2日，渤海轮渡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渤

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262名激励对象中7名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全部其可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对原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本次调

整后，公司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262名调整为255名；计划第一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由12,035,000股

调整为11,832,000股。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的权益数量与公司2018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不存在差异。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18年5月2日

(2)授予数量：11,832,000股

(3)授予人数：255人

(4)授予价格：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6.22元。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渤海轮渡A股普通股。

(6)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为11,832,000股，激励对象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占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量比例

占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于新建 董事、总经理

86.0 7.1458% 0.1786%

展力 董事、常务副总

37.5 3.1159% 0.0779%

贾明洋 副总

30.0 2.4927% 0.0623%

王福田 副总、总船长

30.0 2.4927% 0.0623%

薛锋 财务总监

30.0 2.4927% 0.0623%

宁武 董事会秘书

30.0 2.4927% 0.0623%

林家治 总轮机长

30.0 2.4927% 0.0623%

高管人员（

7

人）

273.5 22.7252% 0.5681%

核心管理

/

技术骨干人员（

248

人）

909.7 77.2748% 1.8897%

合计（

255

人）

1,183.2 100% 2.4578%

注：

1、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5%以

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

2、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整个计划的有效期为10年。 本激励计划拟分两期实施，每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方案

的间隔期应在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以上。其中，本第一期激励计划自该期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

股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至该期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锁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5年。

2.限售期为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24个月内。

3.本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解除限售

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

获授权益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36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48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60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三、验资情况及验资报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授予股份事宜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

第ZG11493号），验证结果为：截至 2018�年 5�月 3�日止，公司已收到 255名激励对象认缴的出资款人民币

73,595,040元，均为货币出资，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11,832,0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61,763,040�元，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93,232,000�元,实收股本为人民币493,232,000�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2018�年 5月 2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481,400,000股增加至493,232,000股，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辽渔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授予前持有公司股份 178,342,66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7.05%，本次授予完成后，辽渔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不变，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6.16%。 本次

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六、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11,832,000

———

11,832,000 2.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1,400,000 100 0

———

481,400,000 97.6

股份总数

481,400,000 100 11,832,000

———

493,232,000 1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七、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

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

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

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按照本第一期激励计划授予11,832,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了测算，费用由公司在实施本第一期激励

计划的限售期内分摊。

经测算，本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为4,981.27万元，则2018-2022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摊销总费用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4,981.27 1,245.31 1,867.98 1,203.81 539.64 124.53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公司以目前情况估计，在不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

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考虑激

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激励计划

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八、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18-070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8年3月28日，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禄丰能投华煜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

案》。为推进"气化云南"战略落地，加快燃气板块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快速推进楚雄州禄丰县天然气利用

项目的建设，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与云南华煜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云南玖德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在楚雄州禄丰县共同投资设立禄丰能投华煜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资

本拟定为1000万元。其中，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400万元，持股比例40%；云南华煜能源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300万元，持股比例30%；云南玖德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300万元，持股比例

30%。 《关于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禄丰能投华煜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40） 详见2018年3月30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禄丰能投华煜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已于日前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禄丰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名称：禄丰能投华煜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勤丰镇云南石化产业园指挥部

法定代表人：陈国平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8年5月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331MA6N5CWB2M

经营范围：天然气项目的开发、建设；城市管道燃气及车用燃气建设和运营；支线管道项目建设和运

营；燃气项目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燃气管道的安装、维修；燃气管件设备、仪表、燃气器具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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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051� �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18－045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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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与公

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中工国际，股票代码：

002051）于2018年4月4日下午开市时起停牌，公司于2018年4月9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8－033），并于2018年4月16日、2018年4月23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8－035、2018－036）。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工作量较大， 重组方案仍需进一步协商确定。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8－040）,�并于2018年5月9日、2018年5月16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

041、2018－04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各方推进重组

尽职调查及方案论证工作。 鉴于本次重组尚存较大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

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723� �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18-045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被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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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21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美锦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锦集团” ）通知，获悉美锦集团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部分股份被

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美锦集

团

是

41,400,000 2017-8-10 2018-5-17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9%

美锦集

团

是

48,600,000 2017-8-10 2018-5-17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2%

合计

90,000,000 2.81%

自2018年5月15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美锦集团质押给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50,000股已解除

质押；美锦集团质押给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部分股份300股已解除质押。

2、本次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美锦集团 是

41,400,000 2018-5-18 9999-01-01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29%

增进信用

美锦集团 是

48,600,000 2018-5-18 9999-01-01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52%

增进信用

合计

90,000,000 2.81%

3、股东股份累计解除质押和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105,932,102股，美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3,198,097,618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77.89%；美锦集团所持公司股份中仍处于质押股份数量为3,141,117,165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98.22%，占公司总股本的76.50%；美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股份数量为7,720,768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0.24%，占公司总股本的0.19%。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解押和质押登记证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2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兴实定期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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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和《鹏华兴实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鹏华兴实定期开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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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结果、决议及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通过通讯方式召开，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2018年4月24日起，至2018年5月

21日17:00止。2018年5月22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基金

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

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计票结果如下：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2018年4月23日，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参与投票的本基

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700,035,944.44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99.59%，参

加本次大会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

（含二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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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鹏华兴实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审议了《关于鹏华兴实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基金管理费的议案》（以

下简称“议案” ），并由参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为： 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中， 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700,035,944.44份，占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的100%；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

额为0份。上述表决结果达到参加本次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基金份额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含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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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华兴实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关于鹏华兴实定期开放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基金管理费的议案》获得通过，该决议自2018年5月22日起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鹏华兴实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列入基金费用，由基金资产承担。 经本基金基金托管人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40000

公证费

10000

合计

50000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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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8年5月22日表决通过了《关于鹏华兴实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基金管理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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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事项实施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与本基金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本基金基金管理人

自2018年5月22日起对鹏华兴实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实施调整后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6%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6%÷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

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于次月首日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

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后下一个工作日内或不可抗

力情形消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

五、备查文件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兴实定期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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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兴实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兴实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附件：《公证书》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3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长盛

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5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创新驱动

基金主代码

00474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钱文礼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乔培涛

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钱文礼

任职日期

2018-5-21

证券从业年限

11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1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平安证券，金元证券，国海证券研究员。

2013

年

12

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行业研究员，长盛

转型升级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长盛分享经济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

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4670

长盛分享经济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10-27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

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

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

管局备案。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3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长盛

转型升级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5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转型升级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转型升级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97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达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旭明

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达

任职日期

2018-5-21

证券从业年限

16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6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新加坡星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星展珊顿全球收益基金经理助理、星展增裕基金经理，专户投资

组合经理；新加坡毕盛高荣资产管理公司亚太专户投资组合经理，资产配置委员会成员；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国际策略分析师、固定收益投资经理；

2007

年

8

月起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长盛积极配置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现任国际业务部总监，兼任长盛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长盛创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长盛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

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80003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8-10-08 2013-03-21

080006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0-05-26 -

002732

长盛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7-05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

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博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

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旭明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8-5-21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注：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

管局备案。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3日

.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长盛

生态环境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5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生态环境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生态环境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598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乔培涛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旭明

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乔培涛

任职日期

2018-5-21

证券从业年限

10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0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长城证券研究员、行业研究部经理等。

2011

年

8

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研究部执行总监，长

盛同益成长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经理，长盛城镇化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长盛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长盛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长盛航天海工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长盛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

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80007

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8-24 2017-10-09

160812

长盛同益成长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2017-03-17 -

000354

长盛城镇化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04-11 -

004745

长盛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10-09 -

001239

长盛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10-09 -

000535

长盛航天海工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10-09 -

510081

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2017-10-23 -

000534

长盛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10-23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

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

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旭明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8-5-21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注：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

管局备案。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3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长盛

养老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5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养老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养老健康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684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乔培涛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旭明

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乔培涛

任职日期

2018-5-21

证券从业年限

10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0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长城证券研究员、行业研究部经理等。

2011

年

8

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研究部执行总监，长

盛同益成长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经理，长盛城镇化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长盛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长盛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长盛航天海工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长盛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

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80007

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08-24 2017-10-09

160812

长盛同益成长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2017-03-17 -

000354

长盛城镇化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04-11 -

004745

长盛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10-09 -

001239

长盛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10-09 -

000535

长盛航天海工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10-09 -

510081

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2017-10-23 -

000534

长盛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10-23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

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

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旭明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8-5-21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注：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

管局备案。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