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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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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徐嘉曼女士以书面形式提交的辞职报告。徐嘉曼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徐嘉曼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内部任何职务，另作其他安排。根据《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徐嘉

曼女士的辞职自董事会收到其辞职报告之日起生效。

徐嘉曼女士原定任期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

满。截至本公告日，徐嘉曼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徐嘉曼女士在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谨向徐嘉曼

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于2018年5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

会秘书的议案》，经董事长王刚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副总经理陈志华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陈志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陈志华先生于2018年3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在本次董事

会会议召开之前，陈志华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提名、聘任程序及表决结

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陈志华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验、工作

能力能够胜任其所担任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 一致同意公司聘任副总经理陈志华先生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0991-3708335

传真：0991-3680356

邮箱：chenzhihua@leon.top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8日

陈志华先生简历：

男，生于1974年，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2008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1997年-2006年，中国电信盐城公司，高级主管；2006年-2007年，江苏省公用信息有限公

司，市场部经理；2008年，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政企部（援疆），产品部副经理；2009年-2012年，

中国电信江苏公司，IDC运营中心，市场总监；2013年，中国电信集团云计算公司，IDC与云业

务经理；2014年-2016年6月，中国电信江苏公司，云计算中心，产品总监；2016年7月-2017年5

月，中国电信天翼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项目负责人；2017年8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于2018年3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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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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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宋历丽女士

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宋历丽女士已于2017年8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

宋历丽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宋历丽女士简历及联系方式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8日

附件

宋历丽简历及联系方式：

女，生于1986年，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2008年毕业于南昌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专业，工学学士学位。2008年-2010年，宏源期货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营业部，任期货经纪人，

于2010年取得期货从业证书；2010年-2017年，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先

后任服务技术工程师、项目经理、服务技术部门经理；2017年，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任商务专员；2017年5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于2017年8月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联系电话：0991-3708307

传真：0991-3680356

邮箱：songlili@leon.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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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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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通知于2018年5月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2、本次会议于2018年5月27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其中，董事杨良刚先生以通讯方

式出席会议。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刚先生主持，监事会主席宁玲、监事王义、监事李刚业、副总经理

陈建民、副总经理马鹰、副总经理陈志华列席，保荐机构代表（通讯方式）参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陈志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

书之情形，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副总经理陈志华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提名、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陈志华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验、工作能力能够胜任其所担任相应岗

位的职责要求，一致同意公司聘任副总经理陈志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为进一步加强公司信息披露和证券事务相关工作，董事会同意聘任宋历丽女士担任证

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董事会同意调整公司组

织架构。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8日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公

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立昂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作为立昂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董事会” ）审议的相关议案，在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基

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陈志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条所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

券市场禁入处罚且期限未满的情形；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分；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3.2.3�条所规定的

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提名、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陈志华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验、工作能力能够胜任其所担任相应岗位的

职责要求，其本人已通过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

意聘任副总经理陈志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孙卫红、黄浩、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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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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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适应公

司战略发展，保证公司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决定对内部组

织架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组织架构如下：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8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申购、赎回、定投、转换及参加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宁基金"）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2018年5月28日起，增加苏宁基金为本公司旗下开放

式基金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到苏宁基金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下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

及转换等相关销售业务。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基金

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5010）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7010）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3010）

国联安德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257020）

国联安德盛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257030）

国联安德盛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257040）

国联安主题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7050）

国联安优选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7070）

国联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58）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7）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类000664、C类002485）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157）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53020、B�类253021）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53030）

国联安信心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53060、B�类253061）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257060）

国联安中证医药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59）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Ａ类253050、B�类253051)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56）

国联安安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367）

国联安锐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076）

国联安双禧中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2509)

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2510)

国联安双佳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2511)

国联安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708）

二、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自2018年5月28日起，投资者可通过苏宁基金指定方式办理旗下部分基金的申购、赎回业

务。

三、基金转换业务

自2018年5月28日起，投资者可通过苏宁基金指定方式办理旗下部分基金的转换业务（仅

限前端收费模式）。 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请参见对应基金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或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

四、基金定投业务

自2018年5月28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苏宁基金指定方式办理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投业务。

五、实行费率优惠：

自2018年5月28日起， 对通过苏宁基金认/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实施费率优惠

（仅限处于正常认/申购期的采取前端收费模式或收取销售服务费的份额类别）， 具体费率优

惠为：投资者通过苏宁基金认/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要

求下，认/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苏宁基金活动为准。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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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优惠期限内，如

本公司新增通过苏宁基金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认/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

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六、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177

网址：www.snjijin.com

2、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0-365

网址：www.cpicfunds.com

七、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就苏宁基金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投及费率优惠等

相关销售业务的事项予以公告。

2、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3、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风

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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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

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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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915� � � �证券简称：中欣氟材 公告编号： 2018-031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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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23日，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保本型等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已于2017年12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一、到期收回的理财产品情况

2018年4月12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签订相关理财协议, 使用

6,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6）。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18年5月23日到期，公司共收回本金6,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

人民币249,863.01元。

基本情况如下：

购买 主体 合作方 产品类型

理财产品名

称

金额（万

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实际年化净

收益率

实际收益

（元）

浙江中欣

氟材股份

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

上虞支行

保本浮动

收益型

“汇利丰”

2018年第4607

期对公定制

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6,000

2018年04

月13日

2018年05月

23日

3.80% 249,863.01

二、 本次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8�年5月24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签订相关理财协议：

1、产品名称：“汇利丰” 2018年第4845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

3、产品期限：60天

4、产品起息日：2018年5月25日

5、产品到期日：2018年7月24日

6、预期净年化收益率：3.80%

7、投资金额： 6,000万元

说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

现金管理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

响，存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针对投资风险，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控制风险：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

理财产品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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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部负责审计、监督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定期对所有理财产品项目

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董事会应当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公司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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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

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

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及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合作方

产品类

型

资金来

源

理财产品名称

金额（万

元）

起始日 终止日

实际年化净

收益率

是否到

期

1

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支

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闲置募

集资金

“汇利丰” 2018年第

4053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理财产品

6,000

2018年1月

10日

2018年4

月9日

4.20% 是

2

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支

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闲置募

集资金

“汇利丰” 2018年第

4607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

6,000

2018年04月

13日

2018年05

月23日

3.80% 是

六、备查文件

1、相关理财产品协议、产品说明书。

2、投资理财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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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东北证券为代销机构

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

北证券” ）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东北证券将自2018年05月28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4348

南方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LOF）C类

开通 开通

从2018年05月28日起，投资人可通过东北证券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认购、申

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东北证券的安排为准。

二、重要提示

1、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

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

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东北证券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目前，东北证券可办理上述适

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东北证券的相关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

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

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

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部

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东北证券客服电话：95360

东北证券网址：www.nesc.cn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

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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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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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05月28日

南方基金关于MSCI中国A股国际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增加部分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下列代销机构签署的销售代理

协议， 本公司决定增加下列代销机构为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简称:MSCI联接A,基金代码:005788;基金简称:MSCI联接C,基金代码:

005789）的代销机构。

从2018年5月28日起， 投资人可前往下列代销机构办理MSCI联接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

业务。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下列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或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细情况：

代销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58-8888

网址：www.xmbankonline.com

投资人也可通过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

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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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8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增加部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下述销售机构签署的销售合作协

议， 下述销售机构将自2018年5月28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代码:� 003612、C类代码：003613，以下简称“南方卓元” 或“本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适用销售机构、业务范围

编号 销售机构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2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3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4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5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6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8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1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11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1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1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1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1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16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17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18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开通 开通

19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2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21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2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23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通 开通

2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2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26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27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28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2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30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31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32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33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34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35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通 开通

36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不开通 不开通

37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不开通

38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39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通 开通

40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通 开通

41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开通 开通

注：上述销售机构中，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仅代销本基金A类份额。

从2018年5月28日起，投资人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

换等业务。

本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上述销售机构的安排为准。

二、重要提示

1、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

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

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上述销售机构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目前，上述销售机构可办

理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 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上述销售机构的相

关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

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

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

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部

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编号 销售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6198；400-88-96198；400-66-96198

网址：www.bjrcb.com

2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962999、4006962999

网址：www.srcb.com

3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991-96518

网址：www.uccb.com.cn

4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41

网址：www.cbhb.com.cn

5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96869

网址：www.tf.cn

6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6067

网址：www.suzhoubank.com

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8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2

网址：www.xyzq.com.cn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888或95551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1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666

网址：www.gtja.com

11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8

网址：www.zts.com.cn

1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3

网址：www.htsec.com

1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1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8

网址：www.cs.ecitic.com

1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网址：www.swhysc.com

16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17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1001

网址：www.essence.com.cn

18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www.citicssd.com

19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1

网址：www.cindasc.com

2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90

网址：www.hrsec.com.cn

21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4

网址：www.hx168.com.cn

2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9或4008-888-999

网址：www.95579.com

23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8323000

网址：www.csco.com.cn

2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60

网址：www.nesc.cn

2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0

网址：www.glsc.com.cn

26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8

网址：www.dgzq.com.cn

27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51-5988

网址：www.ewww.com.cn

28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11-8

网址：stock.pingan.com

2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30

网址：www.dwzq.com.cn

30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96

网址：www.gzs.com.cn

31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8-3888

网址：www.chinalin.com

32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86

网址：www.njzq.com.cn

33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18

网址：www.hazq.com

34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8

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35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7121212

网址：http://www.dtsbc.com.cn

36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99

网址：www.xsdzq.cn

37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133

网址：www.wlzq.cn

38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5000或95391

网址：www.tfzq.com

39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620-6868

网址：www.lczq.com

40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105118

网址：www.cczq.com

41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90-8826

网址：http://www.citicsf.com

投资人也可通过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

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四、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

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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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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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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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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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681,4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549%。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5月29日。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及股本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时达” ）于2015年9月10日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5年10月1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5年11月5日2015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购买上海会

通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通科技” )100%股权和上海晓奥享荣汽车工业装

备有限公司49%股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崇德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556号），核准公司向苏崇德发

行5,449,308股股份、向杨文辉发行3,591,589股股份、向余名珩发行2,717,223股股份、向曹建新

发行1,944,412股股份、向王平发行1,842,857股股份、向陈永刚发行1,783,410股股份、向陆丽珍

发行1,671,947股股份、向陆爱国发行1,238,479股股份、向曹云发行1,151,785股股份、向沈志锋

发行854,550股股份、向张远霞发行408,698股股份、向陈瑶发行408,698股股份、向李冯刚发行

408,698股股份、向顾新华发行235,311股股份、向沈亢发行235,311股股份、向罗毅博发行235,

311股股份、向邱伟新发行213,018股股份、向陈爱芳发行213,018股股份、向金晨磊发行165,956

股股份、向上海晓奥堃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2,513,299股股份、向田永鑫发行1,385,247

股股份、向马慧仙发行646,337股股份、向杨斌发行669,794股股份、向王正锋发行249,235股股

份、向乐杨发行167,134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合计新增股份30,400,625股已于2016年5月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

截至2018年5月17日，公司总股本为620,173,255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为203,215,5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77%。

二、已解除限售股份情况

2017年5月12日，在相关股份限售承诺及2015年度业绩承诺条件满足的前提下，余名珩所

持股份543,444股、曹建新所持股份388,882股、王平所持股份368,571股、陈永刚所持股份356,

682股、陆丽珍所持股份334,389股、陆爱国所持股份247,695股、曹云所持股份230,357股、沈志

锋所持股份170,910股、张远霞所持股份81,739股、陈瑶所持股份74,308股、李冯刚所持股份74,

308股、顾新华所持股份47,062股、沈亢所持股份47,062股、罗毅博所持股份37,154股、邱伟新

所持股份42,603股、陈爱芳所持股份42,603股、金晨磊所持股份33,191股，合计股份数3,120,

960，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解除了限售，转为无限售条件股份。详情

可查阅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作出的承诺

（1）关于股份限售期承诺

序号 交易对方 股份限售承诺

1

余名珩、曹建新、王平、陈永

刚、陆丽珍、陆爱国、曹云、

沈志锋、张远霞、顾新华、沈

亢、邱伟新、陈爱芳、金晨磊

（1）第一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且本人履行相应2015年

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最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20%；（2）第二期：自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且本人履行相

应2016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可转让30%；

（3）第三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且本人履行相应

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可转让剩余50%。

2 陈瑶、李冯刚、罗毅博

1、 以其持续拥有权益不足12个月的会通科技股权所认购的新时达股份限售

期为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下列日期（以最晚发生的为准）止：（1）三十

六个月届满；（2）本人履行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2、 以其持续拥有权益超过12个月的会通科技股权所认购的新时达股份

分三期解锁：（1）第一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且本人履行

相应2015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最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20%；（2）

第二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且本人履行相应2016年度

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可转让30%；（3）第三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届满，且本人履行相应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可转让剩余50%。

以上发行对象在承诺期间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关于业绩承诺

苏崇德、杨文辉、余名珩、曹建新、王平、陈永刚、陆丽珍、陆爱国、曹云、沈志锋、张远霞、

陈瑶、李冯刚、顾新华、沈亢、罗毅博、邱伟新、陈爱芳、金晨磊（上述19人以下简称“交易对

方”或“补偿义务人” ）承诺：“会通科技2015年、2016年、2017年实现的归属于会通科技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7,550万元、8,450万元、9,450万元，且

不低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盈利预测数。”

会通科技2016年财务报表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

审计，经审计的会通科技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9,395.51万元，实现了2016年

度的业绩承诺。

（3）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及其完成情况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的约定：

①在承诺期每一个会计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若会通科技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数，补偿义务人应按下列方式对新时达进行补偿：

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人认购股份数量－补偿义务人已补

偿股份数

②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在以后期间不

予冲回。

③补偿义务人中的各方按照《盈利补偿协议》签署之日各自的持股比例承担对新时达

的补偿义务。

2016年5月6日，立信出具了《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会通自动化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2015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

第114462号），经审计的会通科技2015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7,704.93万元，业绩

承诺实现率为102.05%。

2017年3月30日，立信出具了《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会通自动化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2016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7]第ZA11511号），经审计的会通科技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9,395.51万

元，业绩承诺实现率为111.19%。

2018年4月20日，立信出具了《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会通自动化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2017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8]第ZA12901号），经审计的会通科技201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10,317.52万

元，业绩承诺实现率为109.18%。

因此，补偿义务人不存在业绩盈利预测补偿的情况。

（4)关于减值测试补偿承诺

①在利润承诺期间届满之后， 由新时达与补偿义务人共同认可并经新时达聘请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2017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三十个工作日内

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②如减值测试结果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义务人已补偿股份总数×补偿股份

价格＋补偿义务人累积补偿现金数），则补偿义务人应向新时达就标的资产减值情况另行补

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义务人累积补偿现金数）÷补偿

股份价格－补偿义务人已补偿的股份总数

其中，补偿股份价格为17.36元/股，即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承诺期内如新时达有除

权、除息情形的，或发生股份回购注销的，补偿股份价格也作相应调整。

截至2018年5月16日， 立信就2017年12月31日， 会通科技100%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127,

700万元，股权收购交易价格为86,000.00万元，且业绩承诺方承诺会通科技2015年度、2016年

度、2017年度三年的业绩实现数均已高于业绩承诺数，故会通科技100%股东权益于2017年12

月31日未发生减值，并出具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之标的公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4766号）。

因此，补偿义务人不存在因标的资产发生资产减值而需要进行补偿的情形。

（5）关于不占用资金或担保承诺

交易对方承诺：“不会占用会通科技的资金或要求其为本人及本人下属的企业提供担

保，否则，应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未发现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

（6）关于委托贷款承诺

苏崇德、杨文辉、曹建新、王平、陈永刚、陆丽珍、陆爱国、曹云、沈志锋、张远霞、陈瑶、李冯

刚、罗毅博承诺：“1、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关联方不再新增与会通科技之间的委

托贷款；2、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将督促会通科技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进行融资；3、本人于

下列情况发生时（以较早发生的为准）终止与会通科技的委托贷款合同：（1）新时达要求本

人提前终止与会通科技的委托贷款合同；（2）本人与会通科技的委托贷款期限届满。”

余名珩、顾新华、沈亢、邱伟新、陈爱芳、金晨磊承诺：“1、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

人关联方不向会通科技提供委托贷款；2、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将督促会通科技通过银行

贷款等方式进行融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原委托贷款已完成，且未发生承诺人及承诺人关联方与会通科技之

间新增委托贷款事项。因此，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名珩、曹建新、王平、陈永刚、陆丽珍、陆爱国、曹云、沈志锋、张远

霞、陈瑶、李冯刚、顾新华、沈亢、罗毅博、邱伟新、陈爱芳、金晨磊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司亦不存在对

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5月29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681,4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54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17名。

4.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限售股份总数

截止公告披露日所持限

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按个位数向下取

整）

本次解锁股票中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量

1 余名珩 2,717,223 2,173,779 815,166 815,166

2 曹建新 1,944,412 1,555,530 583,323 583,323

3 王 平 1,842,857 1,474,286 552,857 552,857

4 陈永刚 1,783,410 1,426,728 535,023 535,023

5 陆丽珍 1,671,947 1,337,558 501,584 501,584

6 陆爱国 1,238,479 990,784 371,543 371,543

7 曹 云 1,151,785 921,428 345,535 345,535

8 沈志锋 854,550 683,640 256,365 256,365

9 张远霞 408,698 326,959 122,609 122,609

10 陈 瑶 408,698 334,390 111,463 111,463

11 李冯刚 408,698 334,390 111,463 111,463

12 顾新华 235,311 188,249 70,593 70,593

13 沈 亢 235,311 188,249 70,593 70,593

14 罗毅博 235,311 198,157 55,731 55,731

15 邱伟新 213,018 170,415 63,905 63,905

16 陈爱芳 213,018 170,415 63,905 63,905

17 金晨磊 165,956 132,765 49,786 49,786

合计 15,728,682 12,607,722 4,681,444 4,681,444

注：（1）陈瑶所持公司发行限售股份408,698股中，以其持续拥有权益不足12个月的资产

认购公司股份37,154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其个人承诺，该等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日起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371,544股限售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其个人承诺，本次可解锁30%，

即111,463股；

（2）李冯刚所持公司发行限售股份408,698股中，以其持续拥有权益不足12个月的资产

认购公司股份37,154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其个人承诺，该等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日起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371,544股限售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其个人承诺，本次可解锁30%，

即111,463股；

（3）罗毅博所持公司发行限售股份235,311股中，以其持续拥有权益不足12个月的资产

认购公司股份49,539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其个人承诺，该等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日起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185,772股限售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其个人承诺，本次可解锁30%，

即55,731股。

五、以截至2018年5月17日股份情况为基准，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

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03,215,550 32.77% -4,681,444 -4,681,444 198,534,106 32.01%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203,215,550 32.77% -4,681,444 -4,681,444 198,534,106 32.01%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2,513,299 0.41% 2,513,299 0.41%

境内自然人持股 200,702,251 32.36% -4,681,444 -4,681,444 196,020,807 31.61%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16,957,705 67.23% 4,681,444 4,681,444 421,639,149 67.99%

1、人民币普通股 416,957,705 67.23% 4,681,444 4,681,444 421,639,149 67.99%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620,173,255 100.00% 0 0 620,173,255 100.00%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限售股解禁的股

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时所做出的承

诺的行为。独立财务顾问对新时达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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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