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0038 深大通 B16

000055 方大集团 B2

000070 特发信息 B12

000158 常山北明 B40

000503 国新健康 B4

000517 荣安地产 A16

000563 陕国投A B9

000637 茂化实华 B3

000665 湖北广电 B27

000793 华闻传媒 B15

000903 云内动力 B4

000939 凯迪生态 B22

002032 苏泊尔 B2

002057 中钢天源 B20

002074 国轩高科 B12

002089 新海宜 B13

002167 东方锆业 B18

000009 中国宝安 B13

深市主板

002031 巨轮智能 B16

深市中小板

002167 东方锆业 B38

002190 成飞集成 B1

002263 *ST东南 B9

002323 雅百特 B4

002431 棕榈股份 B9

002446 盛路通信 B1

002447 晨鑫科技 B13

002482 广田集团 B13

002503 搜于特 B4

002564 天沃科技 A16

002614 奥佳华 B15

002677 浙江美大 B9

002680 长生生物 B9

002680 长生生物 B4

002691 冀凯股份 B4

002699 美盛文化 B13

002733 雄韬股份 B4

002775 文科园林 B31

002818 富森美 B2

002825 纳尔股份 B40

300724 捷佳伟创 A15

600182 S佳通 B9

600309 万华化学 B9

600487 亨通光电 B15

600638 新黄浦 B4

600682 南京新百 B13

601068 中铝国际 A17,A18,A19,A20

601068 中铝国际 A1/定

601229 上海银行 B16

601375 中原证券 B15

601606 长城军工 A16

601636 旗滨集团 B38

601668 中国建筑 B9

601886 江河集团 B3

603010 万盛股份 B15

603105 芯能科技 A14

603133 碳元科技 B16

300112 万讯自控 B12

创业板

600141 兴发集团 B2

沪市主板

603218 日月股份 B38

603315 福鞍股份 B10,B11

603650 彤程新材 A16

603680 今创集团 B32

603685 晨丰科技 B1

603776 永安行 B14

603839 安正时尚 B14

603993 洛阳钼业 B16

博时工业4.0 B23,B24

长城基金 B20

长信利盈灵活 B19,B20

创金合信 B3

大成基金 B16

东吴基金 B34

方正富邦 B16

富国基金 B3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 B37,B38

广发基金 B16

宝盈基金 B3

基金

国泰丰益灵活 B17,B18

国泰景益灵活 B31

国投瑞银 B33,B34

华安文体健康 B39,B40

华安信用四季红 B29,B30

华宸未来 B25,B26,B27

华商基金 B15

华夏基金 B3

汇安基金 B27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 B42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 B43

汇添富 B2

嘉实新收益 B28

景顺长城 B20

九泰基金 B27

南方基金 B32

农银汇理 B18

诺安基金 B40

诺德基金 B40

鹏华基金 B36

平安大华 B3

前海开源 B22

融通基金 B15

上投摩根智慧互联 B41

泰康资管 B14

天治基金 B2

万家基金 B3

先锋基金 B14

兴全基金 B22

兴业基金 B18

易方达 A14

银华优质增长 B35,B36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 B44

永赢基金 B1

招商基金 B38

浙商丰利增强 B5,B6,B7,B8

中海环保新能源 B21,B22

中欧基金 B30

中信保诚 B15

其他

上海产权 B1

凯迪债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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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2018SH1000132-3】

上海市集邮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东新

区潍坊路375弄35号404室房产）

建筑面积 53.98平方米 368.0000

【GR2018SH1000131-3】

上海市邮政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建新村15号503室房产）

建筑面积 46.84平方米 262.0000

【GR2017SH1000587-6】

上海邮政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康桥镇沪南路2785弄28号）

建筑面积 256.33平方米 1180.0000

【GR2018SH1000006-4】

上海邮政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康桥镇沪南路2785弄9号）

建筑面积 307.34平方米 1450.0000

【G32018SH1000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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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0000

【GR2018SH1000476】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部分资产（保龄球馆及后

勤配套设备一批）

详见交易所网站 2.8000

【Q318SH1014822】 上海宝山锅炉设备安装修理厂100%产权 151.94 33.89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工业设备安装；管道安装、修理；水电安装、修理；杂务劳动。

33.8933

【G32018SH1000204】 河北省航天信息职业培训学校整体产权 169.65 168.30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防伪税控；初、中、高级电子商务；计算机操作；企业办税员；客

户管理师；物流师；三、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理财规划师。

175.0000

【GR2018SH1000475】

西安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

市浦东新区泰谷路169号A座505室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89.7915

【GR2018SH1000474】

华润置地（昆山）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苏

E361ZX别克06030134汽车一辆）

详见交易所网站 8.5700

【GR2018SH1000473】

华润置地（苏州）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苏

E2AX28沃尔沃14050910251汽车一辆）

详见交易所网站 12.4500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9宗车辆 详见交易所网站 46.6400

【GR2018SH1000461】

上海烟草集团嘉定烟草糖酒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嘉定镇清河路7号房产）

建筑面积 249.06平方米 730.0000

上海烟草集团青浦烟草糖酒有限公司4套房

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519.7486

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东台路

279号4套房产及2个车位）

详见交易所网站 3238.0000

【G32018SH1000068】 新疆花岗石材有限公司100%股权 641.62 630.01

注册资本：602.00�万元

经营范围：饰面用花岗岩露天开采,石材雕刻、安装，园林工艺设计的服

务；销售：建材。

650.0000

【GR2018SH1000458】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银城中

路8号中融碧玉蓝天大厦第27层7年物业出租

详见交易所网站 5240.7994

【GR2018SH1000457】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银城中

路8号中融碧玉蓝天大厦第22层至26层7年物

业出租

详见交易所网站 22244.4162

【G32018SH1000203】 上海文化总会有限公司20%股权 403.14 389.14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群众文化活动和策划，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花卉、音响设备

的销售，商务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100.0000

【GR2018SH1000123-3】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178.180.甲180

号新纪元公寓1503）

建筑面积 77.83平方米 539.3000

【GR2018SH1000122-3】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中里三区4号楼11层

1106）

建筑面积 70.52平方米 477.3400

【GR2018SH1000452】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部分资产

（船载 EM120�型多波束测深系统）

详见交易所网站 12.5920

【GR2018SH1000451】

际华集团南京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南京市建

邺区江东中路102号2201室房屋）

建筑面积 209.07平方米 520.5000

【Z318SH10G0121】

赛亿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16户受托处置不良

资产

注册资本：6858.00�万元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及配件、净水器、纯水机、灯具、珠宝清洁器、五金配

件、塑料制品、汽车配件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18121.4199

【G32018SH1000149-2】 靖远第二发电有限公司51.22%股权 287722.56 136730.44

注册资本：1305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力、热力设备运行维护、检修、监理；

电力输配、购销、售电业务；电力相关副产品开发、经营；与上述经营内容

相关的项目投资、管理咨询、技术服务等业务。

35016.0000

【G32018SH1000201】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新工煤业有限公司48%股

权

142852.15 69181.77

注册资本：96226.34�万元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

33207.2500

【Q318SH1014814-2】 上海盛莲置业有限公司25%股权 28705.82 25374.65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室内外装璜服务；建材、装潢材料批发

零售、代购代销。

5709.3100

【Q318SH1014813-2】 上海翔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2.7%股权 2674.00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水利工程，招投标咨询。

64.9782

【GR2018SH1000450】

上海市虹口区辉河路25弄（原林小区）5号

1807室房产

建筑面积 74.12平方米 444.7200

【GR2018SH1000449】

上海市虹口区辉河路25弄（原林小区）5号908

室房产

建筑面积 88.0平方米 519.2000

【GR2018SH1000448】

上海市虹口区辉河路25弄（原林小区）5号

1801室房产

建筑面积 93.95平方米 563.7000

【GR2018SH1000447】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位于中

山北路2911号603室房屋3年租赁权

租赁面积 104.1平方米 12.1589

【G32018SH1000130】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中532,410.6012

万元出资额的对应股权

6466134.08 3435074.61

注册资本：3041303.56�万元

经营范围：海南省境内铁路、湛江至三亚间铁路工程投资、建设及运营管

理；铁路内外建筑工程咨询、勘测设计、施工和维修；铁路运输服务，轮渡

运输服务，铁路、公路、航空、水运联合运输服务，车辆滚装服务；铁道运

输设备维修和经营，铁路工装设备制造、销售、安装；物流业务；仓储装卸

业务；铁路货物、行包联运寄存服务；房地产投资及开发；自有房屋、土地

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建材、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纺织品、日用百货、工艺

品、土特产品、农副产品、水产品、饲料、化肥销售；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

矿、非金属矿的原矿石及其矿产品销售；物资采购供应与回收；铁路站、

车、轮渡服务，铁路餐饮加工配送；票务代理服务；酒店管理及其服务；餐

饮服务；会议会展服务；清洁服务、洗涤服务；种植业；园林养护，停车场

服务；商品贸易、免税商品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

务；旅游业务；科技开发及技术培训服务；经济信息服务。

601623.9794

G32018SH1000202-0 上海爱信诺航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35%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200-0 华润混凝土（中山）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8SH1000059 廊坊开发区金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198-0 上海人民制药厂联星分厂92.625%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197-0 上海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196-0 上海松江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9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194-0 上海科庆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8SH1000049 上海华东电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项目名称：孝天养老服务融资项目 项目编号： 201804240001

孝天养老服务基地项目总投资5.9亿元，总占地面积400亩，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设置床位2500张。项目主要由老年专业护理中心、社区管理中心、孝子园区、老年文化俱乐部、老年公寓区、农业观光生态园组成。2013年，

公司项目被列为湖北省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孝感市政府事关全局的一百个重大工程项目和孝南区100个重点建设项目。同年，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改革委员会联合行文批准项目用地20公顷。

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张，公司寻求有实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联手经营养老产业，充分发挥企业优势。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 王悦 联系电话：021-62657272-171

项目名称：海南铁路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 项目编号： G62018SH1000022、G32018SH1000130

海南铁路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项目编号：G62018SH1000022、G32018SH1000130�）已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项目信息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联系人：

朱逸格，联系电话：010-51915380、13810827889；

黄昕宇，联系电话：010-51915336、18600347116。

永赢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永赢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永赢丰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50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1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永赢

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永赢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8年7月19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18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永赢丰利债券A 永赢丰利债券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5507 005508

截止基准日下

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份

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046 1.0042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10,769,484.77 20.12

截止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

别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2,153,896.95 4.02

本次下属基金份额类别分红方案（单位：人民

币元/10份基金份额）

0.041 0.038

注：按照《永赢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

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

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2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8年7月23日

除息日 2018年7月23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8年7月2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管理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照2018年7月23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并于2018年7月24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8年7月25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

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

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

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

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当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

者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

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2018年7月23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

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100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

现金形式支付。

（5）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

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6）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

理人网站www.maxwealth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021-51690111咨询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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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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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

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002446� � � � � �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2018-038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路通信” 、“发行人” 或“公司” ）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可转债”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8]28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盛路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041”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10亿元， 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

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发行。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18年7月17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向原股

东优先配售1,390,022张，即139,002,2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3.90%。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609,970张，即860,997,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86.10%。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

已于2018年7月19日（T+2日）结束。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数量（张）：7,138,75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13,875,6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张）：1,471,21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47,121,400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 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可转债全部

由主承销商包销。 此外，《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

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

产生的发行余额8张由主承销商包销。因此，主承销商包销数量合计为1,471,222张，包销金额

为147,122,200元，包销比例为14.71%。

2018年7月23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

费用后一起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

转债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111854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90�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2018-046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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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

将公司旗下现有锂电池业务所涉资产以中航锂电（江苏）有限公司为平台进行重组。公司于

2018年7月9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45），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信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正在进一步论证中，公司以及有关各方

正在积极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公司已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

序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603685� � � � � � � � � �证券简称：晨丰科技 公告编号：2018-030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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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18年6月25日和7月11

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2018年

6月26日、2018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ee.com.cn）披露的《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2018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

近日， 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由浙江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

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72587440XX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住所：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杏花路4号

法定代表人：何文健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万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01年01月08日

营业期限：2001年01月0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灯头，灯座及其他电器附件的技术研发、制造、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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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23日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深市

股权登记日

合肥城建 骅威文化 江铃汽车

金贵银业 九洲电气 卫士通

除权除息日

合力泰 立昂技术 全通教育

亚光科技

沪市

股权登记日

东方航空 鹿港文化 伊力特

除权除息日

百联股份 杭州解百 四方冷链

浙能电力 中体产业

停牌一天

新华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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