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678� � �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18-042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公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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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蔡劲军先生关

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具体情况

2016年12月22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蔡劲军先生将其持有的2,089,800股火炬电子股份质押

给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瑞"），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经公

司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上述质押股份同比变动为5,224,500股。

2018年6月15日，蔡劲军先生对该笔交易业务办理股票质押延期购回，相关手续已办理完

毕。

截至本公告日，蔡劲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9,361,7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9%；目前累计

质押本公司股票11,252,75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的38.32%，占公司总股本的2.49%。

二、股份质押目的、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本次股票质押延期购回的目的系个人融资所需。蔡劲军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

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个人收入等，质押

风险可控，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亦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

变更。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六月十六日

中银证券安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6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证券安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证券安进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929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银证券安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银证券安进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8年6月19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安进债券A 中银安进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929 00393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18年 6�月19日至2018年6月21日期间， 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金额不

得超过100,000,000.00元（本基金A、C两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计）。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

的申购累计金额超过100,000,000.00元（本基金A、C两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计），本基金

管理人有权拒绝。

（2）2018�年 6月 22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投资者大额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期间，除大额申购外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4）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服热线：400-820-888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bocifunds.com�获取相关信息。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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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34� � � �证券简称：*ST富控 编号：临2018-058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年度利润分配事项投资者说明会预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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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6月20日 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上证e访谈"栏目 （网址：http:

//sns.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18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定于2018年6月2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召开

投资者说明会，就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届时就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相关事项，公

司将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6月20日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上证e访谈"栏目（网址：http://sns.

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晓强先生、财务总监姜毅女士、董事会秘书苏行嘉先生及其他相

关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说明会召开时间段内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http://sns.

sseinfo.com）,通过"上证e访谈"栏目与公司参会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传真、 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与关注

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021-63288082/15900471985

传 真：021-63288083

邮 箱：zpz@zpz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公司将通过上述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全面如实地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六日

（上接B126版）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数

……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25,311,498.43

……

合计 195,336,663.37

30、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八补充资料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更正前：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每

股收益

稀释每

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41 0.06 0.06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3 0.05 0.05

更正后：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每

股收益

稀释每

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43 0.06 0.06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5 0.0285 0.0285

（二）会计差错更正对2018年一季度报告的影响

1、二、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更正前：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887,443,105.43 7,106,432,326.36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38,708,270.73 3,492,285,029.14 1.33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284,302.78 65,463,789.26 -2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39,033,971.05 56,467,330.50 -3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 1.88 减少0.52个百分点

……

更正后：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887,376,192.90 7,105,948,814.04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39,895,898.90 3,493,056,057.52 1.34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00,902.57 65,463,789.26 -2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39,450,570.84 56,467,330.50 -3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 1.88 减少0.50个百分点

……

2、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更正前：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

增减变动原因

……

少数股东权益 48,189,236.64 26,213,839.35 21,975,397.29 83.83

主要是子公司北城致豪本期利润增加,相应

的少数股东权益增加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8年1月一3月 2017年1月一3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

增减变动原因

……

投资收益 3,045,035.68 1,214,453.99 1,830,581.69 150.73 主要是联营公司本期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57,195,241.93 83,139,082.38 -25,943,840.45 -31.21

主要是子公司致豪地产本期营业利润减少

所致。

所得税费用 -3,814,126.42 24,402,019.64 -28,216,146.06 -115.63

主要是子公司致豪地产利润减少，相应的所

得税费用减少。

……

更正后：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

增减变动原因

……

少数股东权益 47,916,164.34 25,940,767.05 21,975,397.29 84.71

主要是子公司北城致豪本期利润增加,相应

的少数股东权益增加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8年1月一3月 2017年1月一3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

增减变动原因

……

投资收益 3,461,635.47 1,214,453.99 2,247,181.48 185.04 主要是联营公司本期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57,611,841.72 83,139,082.38 -25,527,240.66 -30.70

主要是子公司致豪地产本期营业利润减少

所致。

所得税费用 -3,814,126.42 24,402,019.64 -28,216,146.06 -115.63

主要是子公司致豪地产利润减少，相应的所

得税费用减少。

……

3、四、附录 4.1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

存货 1,668,044,326.01 1,915,233,773.59

……

流动资产合计 4,405,806,564.23 4,631,103,644.17

非流动资产：

……

长期股权投资 142,398,006.86 141,209,378.25

……

无形资产 458,785,325.52 463,211,051.42

……

非流动资产合计 2,481,636,541.20 2,475,328,682.19

资产总计 6,887,443,105.43 7,106,432,326.36

……

非流动负债：

……

递延所得税负债 45,111,117.11 56,022,296.53

……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8,179,929.71 484,004,273.02

负债合计 3,300,545,598.06 3,587,933,457.87

所有者权益

……

未分配利润 367,592,689.12 319,308,386.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538,708,270.73 3,492,285,029.14

少数股东权益 48,189,236.64 26,213,839.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86,897,507.37 3,518,498,868.4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887,443,105.43 7,106,432,326.36

更正后：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

存货 1,655,829,642.02 1,903,019,089.60

……

流动资产合计 4,393,591,880.24 4,618,888,960.18

非流动资产：

……

长期股权投资 142,398,006.86 140,792,778.46

……

无形资产 470,933,096.98 475,358,822.88

……

非流动资产合计 2,493,784,312.66 2,487,059,853.86

资产总计 6,887,376,192.90 7,105,948,814.04

……

非流动负债：

……

递延所得税负债 44,129,648.71 55,040,828.13

……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7,198,461.31 483,022,804.62

负债合计 3,299,564,129.66 3,586,951,989.47

所有者权益

……

未分配利润 368,780,317.29 320,079,414.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539,895,898.90 3,493,056,057.52

少数股东权益 47,916,164.34 25,940,767.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87,812,063.24 3,518,996,824.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887,376,192.90 7,105,948,814.04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

非流动资产：

……

长期股权投资 2,900,245,338.85 2,899,056,710.24

……

非流动资产合计 3,180,279,739.26 3,182,275,582.35

资产总计 3,450,427,393.53 3,472,996,327.80

……

所有者权益：

……

未分配利润 -71,895,358.14 -64,027,699.29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31,180,787.18 3,240,904,853.1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450,427,393.53 3,472,996,327.80

更正后：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

非流动资产：

……

长期股权投资 2,900,245,338.85 2,898,640,110.45

……

非流动资产合计 3,180,279,739.26 3,181,858,982.56

资产总计 3,450,427,393.53 3,472,579,728.01

……

所有者权益：

……

未分配利润 -71,895,358.14 -64,444,299.08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31,180,787.18 3,240,488,253.3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450,427,393.53 3,472,579,728.01

（3）合并利润表

更正前：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045,035.68 1,214,453.9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3,045,035.68 1,214,453.99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7,195,241.93 83,139,082.38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66,445,573.66 92,135,541.14

……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0,259,700.07 67,733,521.50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0,259,700.07 67,733,521.50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284,302.78 65,463,789.26

……

七、综合收益总额 68,403,293.00 85,890,672.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6,427,895.71 83,620,939.78

……

更正后：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461,635.47 1,214,453.9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3,461,635.47 1,214,453.99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7,611,841.72 83,139,082.38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66,862,173.45 92,135,541.14

……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0,676,299.86 67,733,521.50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0,676,299.86 67,733,521.50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00,902.57 65,463,789.26

……

七、综合收益总额 68,819,892.79 85,890,672.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6,844,495.50 83,620,939.78

……

（4）母公司利润表

更正前：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045,035.68 1,214,453.9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3,045,035.68 1,214,453.99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9,018,876.59 -15,009,153.41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7,867,658.85 -13,797,935.59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867,658.85 -13,797,935.59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867,658.85 -13,797,935.59

……

六、综合收益总额 -9,724,065.92 4,359,214.93

……

更正后：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461,635.47 1,214,453.9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3,461,635.47 1,214,453.99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8,602,276.80 -15,009,153.41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7,451,059.06 -13,797,935.59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451,059.06 -13,797,935.59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451,059.06 -13,797,935.59

……

六、综合收益总额 -9,307,466.13 4,359,214.93

……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其他内容无变更。

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反映公司2017年度和2018年第一季

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董事会关于该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数据进行调整。

（二）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董事会关于该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2018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鉴证报告。

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修订版）》和《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修订版）》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敬请查阅。公司对于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感歉意。公司将进一步强

化财务管控，提高财务管理能力，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6日

2018年 6 月 16 日 星期六

B12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1163� � � �证券简称： 三角轮胎 公告编号：2018-029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逝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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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收到公司董事长丁玉华先生

家属的通知，丁玉华先生于2018年6月13日晚上逝世。

丁玉华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勤勉尽责，恪守职责，忠实诚信地履行了董事长的

职责和义务，为公司全球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全体员

工对丁玉华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与会董事选举 丁木先生为公司

新任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同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将

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补选的工作。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事情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规

定履行相关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本公司各项经营和管理活动一切正常，此事件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601163� � � �证券简称： 三角轮胎 公告编号：2018-030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新任董事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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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已通过专人送

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6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选举公司新任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选举丁木先生为公司新任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丁木

先生简历附后），同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木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职务。

特此公告。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5日

丁木先生简历：

1981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轿

卡制造部第二生产线三车间主任，供应链管理部副部长，采购及供应链管理中心执行副总经

理、全球贸易与市场网络建设中心执行副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现任三角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证券代码：603106� � � �证券简称：恒银金融 公告编号：2018-034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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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6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八道30号 恒银金融科技园A座

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3,806,9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07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江浩然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刘昊嘉先生、独立董事谭小青先生、高立里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伟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800,000 99.9960 6,900 0.0040 0 0.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江浩然 173,800,000 99.9960 是

2.02 吴龙云 173,800,000 99.9960 是

2.03 江斐然 173,800,000 99.9960 是

2.04 张云峰 173,800,000 99.9960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毛群 173,800,000 99.9960 是

3.02 孙卫军 173,800,000 99.9960 是

3.03 邬丁 173,800,000 99.9960 是

4、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秦威 173,800,000 99.9960 是

4.02 梁晓刚 173,800,000 99.996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江浩然 6,200,000 99.8888

2.02 吴龙云 6,200,000 99.8888

2.03 江斐然 6,200,000 99.8888

2.04 张云峰 6,200,000 99.8888

3.01 毛群 6,200,000 99.8888

3.02 孙卫军 6,200,000 99.8888

3.03 邬丁 6,200,000 99.8888

4.01 秦威 6,200,000 99.8888

4.02 梁晓刚 6,200,000 99.888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斯亮、李洁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经现场见证，北京国枫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

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06� � � �证券简称：恒银金融 公告编号：2018-035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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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6月

15日在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八道30号恒银金融科技园A座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

的方式召开，参会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期限要求。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江浩

然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江浩然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简历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29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9）。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效表决权票数

的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选举江浩然先生、吴龙云先生、江斐然先生、张云峰先生、孙卫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委员，其中江浩然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选举邬丁先生、江斐然先生、孙卫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邬丁先生为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选举毛群女士、吴龙云先生、邬丁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毛群女士为审

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选举孙卫军先生、张云峰先生、毛群女士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孙卫

军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的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简历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29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9）。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效表决权票数

的100%。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江浩然先生提名，聘任吴龙云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简历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29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9）。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效表决权票数

的100%。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吴龙云先生提名，聘任张云峰先生、王伟先生、赵再兴先生、张泉先生为公司副

总裁；聘任温健先生为财务负责人，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伟先生、赵再兴先生、张泉先生、温健先生简历详见附件。张云峰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8年5月29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29）。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效表决权票数

的100%。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江浩然先生提名，聘任王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效表决权票数

的100%。

（六）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所处行业、规模和经营情况，经薪酬考核委员会审

核，现提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每年固定薪酬（再根据公司的有关制度以及公司的整体业绩给

予适当业绩奖励）方案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每年固定薪酬（税前，万元）

1 吴龙云 总裁 37.92

2 张云峰 副总裁 37.32

3 王伟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37.56

4 赵再兴 副总裁 38.052

5 张泉 副总裁 37.56

6 温健 财务负责人 25.272

鉴于董事会秘书王伟先生兼任公司副总裁，按照公司确定的副总裁薪酬标准领取薪酬，不

再领取董事会秘书薪酬。

上述薪酬方案如需调整，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效表决权票数

的100%。

特此公告。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6日

附件：

王伟，男，1976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天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高级经济师。

1999年至2006年任广东科龙集团分公司经理；2006年至2008年任天津松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至2009年任通用咨询（天津）有限公司总监；2010年至今任恒银金融董

事会秘书、副总裁。

赵再兴，男，1972年8月出生，北京工业大学硕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1994年至2005

年任Gemplus中国经理；2005年10月至2009年5月历任恒宝软件副总经理、恒宝股份研发中心总

经理、 金融支付事业部总经理；2009年6月至2010年10月任恒宝股份副总裁；2012年6月至今任

恒银金融副总裁。

张泉，男，1963年9月出生，研究员级高工，南开大学物理系本科。1985年至2008年历任天津

航空机电有限公司中心实验室工程师、主任、科技委主任；2010年至今任恒银金融副总裁。

温健，男，1978年2月出生，天津师范大学本科。1999年至2003年任天津内燃机磁电机有限

公司会计；2003年至2007年任天津津河电工有限公司会计；2007年至2008年任天津三荣电梯部

件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8年至今历任恒银金融财务部经理、财务部副总经理、财务部总经理；

2015年6月至今任恒银金融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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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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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6月

15日在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八道30号恒银金融科技园A座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

的方式召开,参会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期限要求。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秦威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三、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秦威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监事所持的 有表决权票数

的100%。

秦威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29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第一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0）。

特此公告。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6月16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万达电影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7]13号公告《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

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18年6月15日，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万达电影（代码：002739)采用"指数收

益法"进行估值。该股票复牌后，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

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本公司网址：http://www.yhfund.com.cn。

2、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 40067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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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6日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8年6月15日

起，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天齐锂业（代码：002466）"采

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的"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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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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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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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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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今飞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今飞控股” ）函告，获悉今飞控股因发展需要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

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逐笔列示）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今飞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是 3500万 2018-6-14

至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

分行

24.32% 融资

二、股东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今飞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14392.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37655万股的38.22%；今飞控股本次质押3500万股，占其总持股的24.32%，占总股本的9.29%。

本次质押完成后，今飞控股累计质押所持本公司股份13271.776万股，占其总持股的92.22%，

占公司总股本的35.25%。

本次质押融资金额主要将用于置换质押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4132.7万股质押融

资，置换后预计今飞控股累计质押所持本公司股份9139.076万股，占其总持股的63.50%，占公

司总股本的24.27%。办理置换手续尚需一段时间，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进展。

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今飞控股将及时通知公

司并披露相关信息，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