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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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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2018-093号）。 现就有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于 2018年 7 月 14 日披

露了《2018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8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0

万元 ~-300万元，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 具体数据请以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公司目前经营业绩较差，持续经营能力较弱。 公司转

型尚存在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相关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麦田” ）及其股东浙江浦江

域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江域耀” ）已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与湖北新宏武桥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宏武桥” ）签署了《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约定：作为浦江域耀、西藏麦田对新宏武桥母公司湖北省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资管” ）所负债务的担保措施，浦江域耀拟以让与担保的方式

将其持有的西藏麦田 100%股权变更登记至新宏武桥名下。 西藏麦田已完成前述让与担保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新宏武桥及其股东湖北资管实际控制人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湖北省国资委”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湖北省国资委，持股比例 100%）持有湖北资管 45%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新宏武桥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框架协议》第四条“各方本着友好协商、解决问题的原则，就债权债务的处理事宜

保持密切沟通，商讨解决措施。 主要解决方案有：

1、乙方、丙方通过自筹资金偿还对甲方母公司湖北资管的债务；

2、各方协商以标的股权抵债，或者通过转让、变卖、拍卖等方式所得价款以偿还债务。

3、其他双方协商达成的方式。 ”

以上三种债权债务解决方案中，方案 1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方案 2、3 可

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第三方或湖北省国资委。

后续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同时根据实际进展，按照有关规定提

示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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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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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下午 2：30

在上海市宝庆路 21号公司 5101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

徐大同先生主持，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为

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10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 241,722,0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8796%。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 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40,896,5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7.6820%；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4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25,

4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

果如下：

（1）同意 241,716,8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8%，选举边君义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353,3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173%。

（2）同意 241,716,8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选举黄维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353,3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179%。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241,720,6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 1,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357,1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969%；反对 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1%；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

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

2018-125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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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4,174,676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339,667,541 股的

4.1731%，为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8年 8月 2日（星期四）。

一、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750 号）核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天赐材料” ）向徐金富、朱耀武、深圳安鹏资本创新有限公司、蔡铭、青岛国信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计 7 名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14,920,711股，发行价格为 41.62元 /股。 2017年 7 月 26 日，公司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2017年 8月 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共计 7 名发行对象，发行对象之一徐金富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年 8月 2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其余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 日（如遇非

交易日顺延）。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朱耀武、深圳安鹏资本创新有限公司、蔡铭、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金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就本次认

购做出的承诺如下：

1、同意自天赐材料本次发行结束之日（指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 并委托天赐材料董事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申请对上述认购股份办理锁定手续，以保证持有的上述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

2、保证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承诺时，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如有违反承诺

的卖出交易， 将授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

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3、声明：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三）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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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8年 8月 2日（星期四）。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4,174,676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339,667,541 股的

4.1731%。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6名，证券账户总数为 7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总

数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

量

备注

1

朱耀武 朱耀武

1,574,963 1,574,963

质押冻结股份

890,000

股

2

深圳安鹏资本创新

有限公司

深圳安鹏资本创新有限

公司

1,585,776 1,585,776

无

3

蔡铭 蔡铭

2,140,557 2,140,557

无

4

青岛国信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4,324,843 4,324,843

无

5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金鹰基金

－

浙商银行

－

浙

江浙银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3,149,927 3,149,927

无

6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九泰锐益定增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185,082 1,185,082

无

金鹰基金

－

浙商银行

－

浙

江浙银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213,528 213,528

无

合计

14,174,676 14,174,676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

流通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非公开

发行股票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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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

2018-063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嘉强顺风（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5%以上股东苏

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顺信丰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1、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股东股份

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5），持股 5%以上股东嘉强顺风（深圳）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强顺风” ） 计划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本公司股份，减持期间自 2018年 4月 30日至 2018年 7月 29日，减持数量不超过 132,407,

166股，减持价格不低于 45元 /股；

2、持股 5%以上股东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元禾

顺风” ） 计划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减持期间自 2018 年 4 月 30

日至 2018年 7月 29日，减持数量不超过 132,407,166股，减持价格不低于 45元 /股；

3、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顺达丰

润” ） 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顺信丰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顺信丰

合” ）计划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减持期间自 2018 年 4 月 30 日

至 2018 年 7 月 29 日，顺达丰润减持数量不超过 66,203,583 股，顺信丰合减持数量不超过 1,

382,565股，减持价格均不低于 45元 /股。

4、截至 2018 年 7 月 29 日，嘉强顺风、元禾顺风、顺达丰润、顺信丰合本次减持计划时间

已届满。 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嘉强顺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股份 19,828,553

股，占公司总股本 0.4487%；元禾顺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股份 11,990,486 股，占

公司总股本 0.2714%； 顺达丰润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股份 19,614,024

股，占公司总股本 0.4439%；顺信丰合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股份 829,540 股，占公

司总股本 0.0188%。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顺丰控股” ）于 2018 年 7 月 29 日收到持

股 5%以上股东嘉强顺风、持股 5%以上股东元禾顺风、持股 5%以上股东顺达丰润及其一致行

动人顺信丰合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 截至 2018 年 7 月

29日，嘉强顺风、元禾顺风、顺达丰润及顺信丰合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根据《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嘉强顺风、元禾顺风、顺达丰润及顺信丰合本

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嘉强顺风、元禾顺风、顺达丰润及顺信丰合，本次减持计划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份

的比例

(%)

减持均价（元

/

股）

嘉强顺风 集中竞价交易

2018

年

5

月

2

日一

2018

年

7

月

29

日

19,828,553 0.4487% 47.62

元禾顺风 集中竞价交易

2018

年

5

月

18

日一

2018

年

7

月

29

日

11,990,486 0.2714% 47.69

顺达丰润

大宗交易

2018

年

4

月

30

日一

2018

年

7

月

29

日

7,230,000 0.1636% 45.00

集中竞价交易

2018

年

5

月

18

日一

2018

年

7

月

29

日

12,384,024 0.2803% 45.56

顺信丰合 集中竞价交易

2018

年

5

月

18

日一

2018

年

7

月

29

日

829,540 0.0188% 45.05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嘉强顺风

合计持有股份

262,638,342 5.9507% 242,809,789 5.49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5,983,322 3.5342% 136,154,769 3.081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6,655,020 2.4165% 106,655,020 2.4137%

元禾顺风

合计持有股份

261,564,446 5.9264% 249,573,960 5.648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4,909,426 3.5098% 142,918,940 3.23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6,655,020 2.4165% 106,655,020 2.4137%

顺达丰润

合计持有股份

392,253,457 8.8874% 372,639,433 8.43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5,352,074 5.3325% 215,738,050 4.88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6,901,383 3.5550% 156,901,383 3.5508%

顺信丰合

合计持有股份

2,765,130 0.0627% 1,935,590 0.043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59,078 0.0376% 829,538 0.01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06,052 0.0251% 1,106,052 0.0250%

注:�上表出现总计数与所加数值总和尾数不符情形的，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嘉强顺风、元禾顺风、顺达丰润及顺信丰合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

露。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元禾顺风、顺达丰润及顺信丰合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

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元禾顺风、 顺达丰润及顺信丰合实际减持情况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

致，不存在违规情形，减持股份总数未超过计划减持数量，该计划内剩余未实施的减持额度

自动作废。

2、2018 年 5 月 2 日、2018 年 5 月 3 日， 嘉强顺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5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314%，减持总金额为 2,732,156元，嘉强顺风上述减持行为距

离减持计划披露日未满 15个交易日，该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嘉强顺

风于 2018 年 6 月 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嘉强顺风（深圳）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8】第 86号）。

除了上述减持外，嘉强顺风本次减持计划未发生其他违规减持行为，实际减持股份数量

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该计划内剩余未实施的减持额度自动作废。

3、本次减持的股东嘉强顺风、元禾顺风、顺达丰润及顺信丰合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嘉强顺风《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

2、元禾顺风《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

3、顺达丰润《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

4、顺信丰合《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680

证券简称：

ST

长生 公告编号：

2018-084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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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票（证券名称：ST 长生；

股票代码：002680）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18 年 7 月 26 日、2018 年 7 月 27 日、2018

年 7月 30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2018年 7月 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披露了《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2018年第 60 号），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

《关于子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有关情况的公告》（公告号：2018-063）；由于

公司对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 细胞）全部实施召回，该项召回预计

将减少公司 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2亿元左右，净利润约 1.4亿元。 此次冻干人用狂犬病

疫苗（vero 细胞）停产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的影响，预计将减少 2018 年下半年营

业收入约 5.4亿元左右。

2.� 2018 年 7 月 1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

春长生” ）收到《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

于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号：2018-066）。

3.� 2018年 7月 22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通报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案件有关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7月 23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子公司

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调查进展的公告》（公告号：2018-072）。

4.� 2018 年 7 月 23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的更正公

告》（公告号：2018-070），除此之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5.2018年 7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苏证调查通字

2018074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公司于 2018年 7月 23日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收到

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号：2018-074）。

6.� 2018 年 7 月 23 日下午 15 时，长春市长春新区公安分局依据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对长春长生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立案

调查，将主要涉案人员公司董事长、3名公司高管和 2名中层人员带至公安机关依法审查。 公

司于 2018年 7月 2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董事长及部分高管无法正常履职的公告》（公告号：2018-076）。

7.�近期，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收回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药品 GMP 证书。 目前

长春长生停止狂犬病疫苗生产及销售，长春长生所有产品已被暂停批签发。 目前除百白破联

合疫苗、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产品被责令停产外，公司经研究决定对公司其他产品也采取全

面自主停产，以上生产车间在停产期间自查自纠，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改。 目前复产时间不确

定。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3.3.1 条规定，公司股票自复牌之日起将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子公司停产的公告》（公告号：

2018-077）。

8.� 2018 年 7 月 24 日晚，长春市长春新区公安分局通报，长春长生董事长等 15� 名涉案

人员因涉嫌刑事犯罪， 被长春高新区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以上被公安机

关带走的 15 人中有两名公司董事，其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是高俊芳（董事长）、张晶

（董事）、张友奎、刘景晔、蒋强华、赵志伟。公司于 2018年 7月 2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董事长及部分高管无

法正常履职的进展公告》（公告号：2018-079）。

9.� 2018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及长春长生近日查询银行账户获悉，公司及长春长生主要银

行账户和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 公司于 2018年 7月 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

的公告》（公告号：2018-080）。

10.� 2018年 7月 30日，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经查询银行账户获悉，公司及全部子公司共 34

个银行账户被全部冻结。 公司于 2018年 7月 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

公告》（公告号：2018-081）。

11.� 2018年 7 月 29 日晚，长春市长春新区公安分局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第 79 条规定，长春新区公安分局以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高俊芳等 18名犯罪嫌疑人向检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 以上被公安机关提请

批准逮捕的 18人中有两名公司董事，其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是高俊芳（董事长）、张晶

（董事）、张友奎、刘景晔、蒋强华、赵志伟。公司于 2018年 7月 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董事长及部分高管无

法正常履职的进展公告》（公告号：2018-082）。

12.� 2018年 7月 30日，由于公司及全部子公司包括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公司无法支付

募集资金项目及子公司产业园项目工程款，现水痘疫苗狂犬疫苗车间技术改造项目、疫苗产

品研发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暂停实施，子公司产业园项目也暂停施工。

公司于 2018年 7月 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子公司产业园项目暂停的公告》（公告号：

2018-083）。

13.近期公共媒体对公司前述公告进行了广泛报道，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14.因目前两位实际控制人正在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公司暂时无法与其取得联系，暂不确

定股价异常波动期间是否存在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1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1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除前述更正事项外，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百白破疫苗行政处罚将会对公司 2018年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3.公司由于此次狂犬疫苗事件的影响，公司 2018 年 1 月 -6 月的业绩预告进行了修正，

预计 2018年 1一 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21,140 万元一 31,711 万元，

变动幅度修正为 -20%一 20%。公司已于 2018年 7月 1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号：2018-065）。

4.由于百白破疫苗、狂犬疫苗事件影响，长春长生所有产品已被暂停批签发。 目前除百白

破联合疫苗、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产品被责令停产外，公司经研究决定对公司其他产品也采

取全面自主停产，以上生产车间在停产期间自查自纠，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改。 目前复产时间

不确定。

5.公司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除向统计局等法定机关提供外，未向第三方提供。

6.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680

证券简称：

ST

长生 公告编号：

2018-081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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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冻结账户的基本情况

近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部子公司经查询银行账户获

悉，公司及全部子公司共 34个银行账户被全部冻结。

二、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部子公司名下 34个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上述账户的冻

结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将产生重大影响。

2、此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 ）查

询银行账户获悉，公司及长春长生主要银行账户和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 公司已于 2018年 7

月 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号：2018-080）。

3、公司及全部子公司名下全部银行账户被冻结，已触及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3.3.1（二）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规定的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股票已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已由“长生

生物” 变更为“ST 长生” ，公司股票代码仍为“002680” ，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公司于 2018年 7月 2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子公司停产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8-077）。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7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680

证券简称：

ST

长生 公告编号：

2018-083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子公司

产业园项目暂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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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2015年 11月 2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765号” 文《关于核准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高俊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核准：（1）本公司与高俊芳等 14名自然人股东及芜湖卓瑞创新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芜湖卓瑞）等 6 名机构股东通过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

行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重组方案，本公司以除 24,970万元货币资金及 12,030万元保本理财产

品以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高俊芳等 14 名自然人股东及芜湖卓瑞等 6 名

机构股东所持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股权（作为置入资产）的等值部分进

行资产置换。 交易的置入资产作价超出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 510,471.35万元由本公司向

高俊芳等 14名自然人股东及芜湖卓瑞等 6名机构股东发行 301,875,421股股份购买。（2）本

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65,976.08万元。按照发行价格 35.45元 /股计算，本次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 8名投资者共计发行 46,819,768股股份。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验资报告》（致同验字 （2015）第

110ZC0668 号），截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止，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本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6,819,768 股，募集资金总额 1,659,760,775.6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合计人民币 42,996,

819.7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616,763,955.83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46,819,

768元，其余 1,569,944,187.83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本次变更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484,695,189.00元。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65,976.08万元，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拟按轻重缓急顺

序依次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水痘疫苗狂犬疫苗车间技术改造项目

75,365.08 75,365.08

2

疫苗产品研发项目

18,539.00 18,539.00

3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1,594.00 21,594.00

4

信息化建设项目

978.00 978.00

5

支付中介费用

4,500.00 4,5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45,000.00 45,000.00

合计

165,976.08 165,976.08

二、子公司产业园项目介绍

1.项目名称：长生云港生物制药产业园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长生云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项目实施地点：连云港市海州经济开发区郁洲南路 17-365�号

3.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270亩，总建筑面积约 220000 平方米，先期主要建设带状疱疹减毒活

疫苗生产车间、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MRC-5细胞）生产车间、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生产

车间、阿达木生产车间以及质检化验综合办公楼、仓储、水电气能源、污水处理、道路等基础设

施工程。 未来，将根据公司产品研发及合作情况逐步增加新的产品品种。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800�万份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500�万份 23�价肺炎球菌多糖

疫苗、300�万份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MRC-5�细胞）、300�万份阿达木单抗的生产能力。 公

司将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产能调整， 初期预计产能为年产 500 万份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300�

万份 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200�万份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MRC-5�细胞）、50�万份阿

达木单抗。

4.项目总投资

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12.00�亿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1.2�亿元人民币，铺底流动

资金 0.8�亿元。

5.项目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6.项目工期：根据项目规划，该工程建设期约为两年。

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7年 8月 18日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长生云港生物制药产业园项

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9）。

三、暂停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子公司产业园项目的原因

此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 ）查询

银行账户获悉，公司及长春长生主要银行账户和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公司已于 2018年 7月

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号：2018-080）。

近日， 公司及全部子公司名下 34个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号：2018-081）。

由于公司及全部子公司包括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公司无法支付募集资金项目及子公司

产业园项目工程款，现水痘疫苗狂犬疫苗车间技术改造项目、疫苗产品研发项目、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暂停实施，子公司产业园项目也暂停施工。

四、暂停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水痘疫苗狂犬疫苗车间技术改造项目、疫苗产品研发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信息化建

设项目暂停实施，将对公司募投项目承诺完工期限产生重大影响，重新启动时间暂不确定。

子公司产业园项目暂停施工，将对项目承诺完工期限及后续生产产生重大影响，重新启

动时间暂不确定。

公司股票已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已由“长生

生物” 变更为“ST 长生” ，公司股票代码仍为“002680” ，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公司于 2018年 7月 2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子公司停产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8-077）。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7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680

证券简称：

ST

长生 公告编号：

2018-082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及部分高管无法正常履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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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7 月 15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披露了《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2018年第 60 号），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

《关于子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有关情况的公告》（公告号：2018-063）。

2018年 7 月 18 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长春长

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 ）收到《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

处罚决定书》，公司于 2018年 7月 2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号：

2018-066）。

2018年 7月 23日下午 15时，长春市长春新区公安分局依据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对长春长生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立案调查，

将主要涉案人员公司董事长、3名公司高管和 2 名中层人员带至公安机关依法审查。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关于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号：2018-076）。

2018年 7 月 24 日晚，长春市长春新区公安分局通报，长春长生董事长等 15 名涉案人员

因涉嫌刑事犯罪，被长春高新区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以上被公安机关带走

的 15人中有两名公司董事，其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是高俊芳（董事长）、张晶（董事）、

张友奎、刘景晔、蒋强华、赵志伟。目前，上述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不会对董事会的正常召开构

成影响，不构成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的情况。公司于 2018年 7月

2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了《董事长及部分高管无法正常履职的进展公告》（公告号：2018-079）。

2018年 7月 29日晚， 长春市长春新区公安分局通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 79 条规定，长春新区公安分局以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高俊芳等 18名犯罪嫌疑人向检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 以上被公安机关提请批

准逮捕的 18 人中有两名公司董事，其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是高俊芳（董事长）、张晶

（董事）、张友奎、刘景晔、蒋强华、赵志伟。目前，上述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不会对董事会的正

常召开构成影响，不构成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的情况。

公司目前已紧急成立了应急小组、建立了相应的应急机制。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

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3.1�条规定，

公司股票于 2018年 7月 25日开市起停牌一天，于 2018年 7月 26日开市起复牌。 并且，公司

股票自 2018 年 7 月 26 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长生生物” 变更为

“ST�长生” ，公司股票代码仍为“002680” ，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子公司停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7）。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公司将继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后

续信息披露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7

月

30

日

2018年 7 月 3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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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18-055

转债代码：

110032

转债简称：三一转债

转股代码：

190032

转股简称：三一转股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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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前转股价格：

7.43

元

/

股

修正后转股价格：

7.41

元

/

股

三一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

2018

年

8

月

1

日

因股权激励导致转股价格调整

,

公司可转债转股

(

债券简称：

"

三一转债

"

， 转股代码：

190032)

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停牌

,2018

年

8

月

1

日复牌。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45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

三一转债

"

，债券代码：

110032

），根据《三一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的有关规定，

"

三一转债

"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

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

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P1=P0/

（

1+n

）；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

（

P0+A×k

）

/

（

1+k

）；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P1=

（

P0+A×k

）

/

（

1+n+k

）；

派发现金股利：

P1= P0-D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1＝

（

P0－D＋A×k

）

/

（

1+n+k

）。

其中：

P0

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

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k

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

配股率，

A

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P1

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

价。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

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

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执行。

公司

2016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开始行权，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股权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已行权并已办理股份过户的数量为

73,289,975

股。

2018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可转债转股价

格调整的议案》，同意

"

三一转债

"

的转股价格由目前的

7.43

元

/

股调整为

7.41

元

/

股

,

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在公司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期间， 公司将在每个月月初按照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式进

行测算，如转股价格调整不低于

0.01

元

/

股时，则及时报董事会审议，根据董事会决议进行价

格调整并履行公开披露义务。

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在可行权期内提前行权完毕时，即时测算对转股价格的影响，并在

转股价格调整不低于

0.01

元

/

股时，及时报董事会审议，根据董事会决议进行价格调整并履行

公开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腾安基金

为部分基金代销机构同步开通转换定投业务并享受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简称“腾安基金” ）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本公司决定自 2018 年 7 月 31 日

起增加腾安基金为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

自 2018 年 7 月 31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腾安基金办理以下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转

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与相应的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列表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1938

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2 003095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 005275

中欧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二、相关业务安排

1、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仅适用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

间的基金。

2、基金转换是基金管理人给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的一种服务，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

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某一只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

只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

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且申请当日

拟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处于正常交易状态，转出份额必须为可用份额，否则申请无效。 基

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及其他相

关公告。

3、通过腾安基金办理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额以招募说明书为准（含申购费）。

4、如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其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以及

其他相关公告。 具体费率优惠细则请以腾安基金的相关公告和规定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95017转 1再转 8

网址:www.tenganxinxi.com

2、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

网址：www.zofund.com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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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保证最低利益。 投资人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