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933� � � �证券简称：爱柯迪 公告编号：临2018-038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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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8月15日在宁波市江北区金山

路58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向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二届董事会拟聘任的高

级管理人员发出本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7人，实际到会董事7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推举张建成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出席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了下述议案，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建成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张建成先生、盛洪先生、俞国华先生、王振华先生、吴晓波先生，其中张建成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胡建军先生、吴韬先生、张建成先生，其中胡建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吴韬先生、吴晓波先生、张建成先生，其中吴韬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吴晓波先生、胡建军先生、张建成先生，其中吴晓波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董事长张建成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张建成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张建成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董事长张建成先生提名，同意聘任阳能中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阳能中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总经理张建成先生提名，同意聘任俞国华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总经理张建成先生提名，同意聘任盛洪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总经理张建成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吴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总经理张建成先生提名，同意聘任李建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总经理张建成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奚海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总经理张建成先生提名，同意聘任高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总经理张建成先生提名，同意聘任何盛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明晰各部门、各岗位工作职责，对公司组织机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组织机构图附后。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第三、四、五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爱柯迪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17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张建成先生：男，1959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1975年12月至1978年9月，任宁波拖拉机厂工具

科钳工；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在宁波拖拉机厂职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学习；1982年8月至1985年9月，任宁波拖拉机厂工具

科技术员、副科长；1985年9月至1986年3月，在日本输送机株式会社进修生产技术、管理专业；1986年4月至1989年7月，任宁波

拖拉机厂经营计划科科长、供销科科长；1989年8月至1996年8月，任宁波中策拖拉机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6年9月至今，

历任爱柯迪投资总经理、董事及董事长；2003年12月至2015年7月，历任爱柯迪有限总经理、董事及董事长。2015年8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建成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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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俞国华先生：男，1964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1984年9月至1997年9月，任宁波第二针织厂车间

主任、分厂厂长；1997年9月至2012年6月，任国合旭东车间主任；2012年7月至2015年7月，任爱柯迪压铸总经理、爱柯迪有限副

总经理；2015年1月至2015年7月，任爱柯迪有限董事、三号工厂总经理；2015年8月至2018年8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8年

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俞国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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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盛洪先生：男，1972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硕士学位。1994年3月至1999年12月，任ALSTOM商务发

展经理；1999年12月至2007年1月，任Tomkins首席代表及采购总监；2007年1月至2015年7月，任爱柯迪有限商务副总经理；2013

年10月至2015年7月，任爱柯迪有限董事。2015年8月至2018年8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5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盛洪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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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吴飞先生：男，196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1978年12月至2001年2月，历任宁波拖拉机厂技术

员、车间副主任、副厂长、研究所所长；2001年2月至2005年5月，任国合旭东车间主任；2005年5月至2015年7月，任爱柯迪有限副

总经理、一号工厂总经理。2015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吴飞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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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李建军先生：男，197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1994年7月至2004年3月，任宁波跃进汽车前桥有

限公司技术员；2004年3月至2008年9月，任优耐特模具副总经理；2008年9月至2015年7月，任爱柯迪有限二号工厂副总经理、二

号工厂总经理、二号工厂总工程师、爱柯迪有限技术副总经理等职务。2015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工程技术中心主任。

李建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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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奚海军先生：男，1979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2000年8

月至2004年9月，曾任宁波永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项目经理；2004年10月至2014年8月，任宁波东源音响器材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任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2015年5月至2015年7月，任爱柯迪有限财务总

监。2015年8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奚海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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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高兴先生：男，197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居留权，硕士学历。2002年5月至2005年8月，历任法雷奥空调控制

系统销售和市场分析经理、车灯系统售后市场亚洲采购主管，2005年8月至2017年11月，历任麦格纳中国区采购经理、亚太区采

购和供应商质量经理、亚太区采购和供应商质量高级经理、亚太区采购和供应商质量总监、亚太区采购和供应链管理总监。

2017年1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高兴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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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8、何盛华先生：男，198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05年8月至2007年12月，任德马格起重机械（上

海）有限公司计划工程师；2007年12月至2010年8月，任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规划工程师；2010年8月至2014年5月，任宁波滚

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2014年5月至2016年6月，任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经理；2016年6月

至2018年8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18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何盛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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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9、阳能中先生：男，1976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2000年9月起

从事审计工作，2006年1月至2015年10月，先后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高级经理；2015年11月至2018年8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18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阳能中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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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附：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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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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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8月15日在宁波市江北区金山

路58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向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第二届监事会职

工监事发出本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推举仲经武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出席会议的监事认真审议了下述议案，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仲经武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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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1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紫鑫药业 股票代码 0021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万恒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137号

电话 0431-81916633

电子信箱 zixin@zxpc.cc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41,128,926.31 453,512,929.10 8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6,825,882.11 110,343,716.19 15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67,975,730.24 93,530,919.00 18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1,736,664.94 -627,142,992.34 -122.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9 1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9 1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8% 2.90% 3.5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306,554,250.73 8,878,190,969.11 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06,927,470.10 4,130,820,879.57 6.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68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敦化市康平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27% 502,950,032 质押 499,860,000

仲桂兰 境内自然人 4.97% 63,694,266 63,694,266 质押 63,694,200

北京富德昊邦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7% 63,694,266 63,694,266 质押 63,210,000

上海红樱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7% 63,694,266 63,694,266 质押 63,210,000

仲维光 境内自然人 4.83% 61,922,552 质押 60,000,000

郭华 境内自然人 2.49% 31,847,132 31,847,132 质押 31,800,000

佛山市科技孵

化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9% 31,847,132 31,847,132 质押 9,554,00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价值回

报2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27% 16,261,988

邱永铭 境内自然人 0.54% 6,946,000

香柱钦 境内自然人 0.48% 6,149,0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郭春生先生通过其亲属持有康平公司77.26%的股份，康平公司持有本公司39.27%的股份，而持有本

公司4.83%股份的自然人股东仲维光与持有本公司4.97%股份的自然人股东仲桂兰为郭春生先生的

亲属，所以康平公司、仲桂兰女士与仲维光先生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其他前 10�名股东之

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邱永铭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946,0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0股，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6,946,000股。香柱钦

通过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149,093股，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8,800股，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6,140,293.00股。冯壮

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935,200股，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0股，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5,935,200股。黄妙玲通过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770,000股，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0股，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2,77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新版医保目录、国家药价谈判、两票制、分级诊疗、一致性评价等政策逐步落实，促

进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医药产业正步入规范发展的快车道，《中医药法》已经正式实施一周年，明确了中医药事业的重要

地位和发展方针，“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力度，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迎来更大的

发展机遇。同时，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应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刺激了人参

及其他保健产品的消费需求，为积极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公司董事会审时度势、立足长远、着眼当前、慎重果断决策，采取

了一系列应对措施，紧紧围绕“以中成药发展为企业的立足之本，人参产业、基因测序产业作为企业发展的排头兵” 的战略

方针布局发展健康产业，充分发挥公司的先进加工技术、人才资源，积极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实现合理的结构调整，使中成

药、人参产业、基因测序三大产业齐头并进，有力地促进和保证了企业持续健康良性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

112.89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85.4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682.59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150.88%，2018年上半

年公司经营情况具体如下：

1、内控建设方面：内控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特别是公司进入人参产业后，深化了系列涉及人参产业的相关内部控

制制度，持续优化包括经营控制、财务管理控制和信息披露控制在内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在实施过程中，持续落实，加强执行

力度，以保障公司发展战略、经营目标的实现。

2、研发系统方面：报告期内，药品方面，公司在研的中成药产品暴贝止咳口服液、消盆炎颗粒、元神安颗粒、 桑麻口服液

等产品均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同时公司对中成药产品消风止痒颗粒及补肾安神口服液等产品进行了提高产品质量标准的

研究工作。食品和保健食品方面，公司迪淳饮品完成了行政审批；南极磷虾油凝胶糖果项目、人参南极磷虾油凝胶糖果、南极

磷虾蛋白肽粉项目、人参南极磷虾蛋白肽粉项目完成了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同时对已获得批准文号品种紫瑞片、紫瑞胶囊、

芳芙颗粒、人参叶颗粒进行了延续注册申报；另外公司向吉林省中药管理局申报并得到批复，建立了野山参种子种苗繁育研

究室。

3、生产质量系统：公司在生产管理方面开拓进取，努力拼搏，在药品生产、食品生产、人参皂苷精制、工程项目建设等方

面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生产管理系统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总的要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安全工作方针。通过目标和责任的明确、机构和制度的完善、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措施方法的制定落实、检查监测的

有效跟进，形成了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报告期内，公司柳河医药产业园获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

4、销售系统方面：

中成药产品方面

（1）处方药：重点致力于团队架构建设、业务流程梳理、团队内训、制度建设、团队管理、销售管理及市场管理等方面，为

实现短期三年营销目标和打造优质团队奠定基础，公司销售网络全国覆盖30个省份，市场增量空间巨大。提升四妙丸的学术

地位，促进开发、提升品牌知名度及影响力，促进专家团队维护；以学术为指导发展业务。

（2）OTC零售：报告期内，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批零一体化，商业公司和终端连锁将更加集中，连锁也是如此，全国

连锁化在今年将达到50%，加快了下游的集中和一体化。连锁终端需要大批战略供应商。

公司OTC市场销售坚持与“全国百强连锁药房” 合作，与“云南一心堂” 、“重庆桐君阁” 、“吉林大药房” 、“辽宁成大

方圆” 、“河北新兴大药房” 、“甘肃众友” 等终端占有率较高的主流连锁合作。从目前的合作情况来看，合作产品线越来越

广，销售业绩已取得初步成果，奠定了二丁颗粒、小儿白贝、海贝胃疡、消风止痒等产品的主导地位。OTC市场的持续增量、新

产品的市场推广以及终端VIP联盟的建立和维护；2018年营销会议的召开，制定“终端VIP联盟” 战略。

（3）品种结构性调整。报告期间内，公司对现有产品结构进行了综合梳理，并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在以公司独家品种四

妙丸、藿胆片、小儿白贝止咳糖浆为核心，打造精品国药系列。重点扶持优秀精品国药独家品种是调整产品结构的重心。品种

结构性调整，是企业由内而外的调整，是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基础，并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人参产品方面

（1）公司人参粗加工产品保持了稳定的销售；

（2）人参深加工产品方面，公司销售通过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在队伍组建、渠道铺设、产品招商、区域拓展和品牌建设

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进展，特别是在核心市场建设、外围市场布局和专卖店体系拓展方面取得了

突出进展，公司通过直营和客户联营的方式进行专卖店体系的拓展，完成了在长春新机场、延吉机场专卖店的招投标工作。

近年来，通过坚持自主研发和合作交流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公司对植物提取物、人参提取物、人参皂苷单体分离方法的

研究、产品的开发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在人参深加工产品的研发、人参加工技术、人参基因测序等核心领域取得了一系

列重大的突破。同时在高端人参食品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为进一步打造人参高端食品产品，经过审慎市场调研、结合以长白

山主峰海拔高度 2691�米和人参文化所创意推出的“参藏长白山2691”系列文化人参产品。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春林

2018年8月16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云南锗业 股票代码 0024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洪国 张鑫昌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装备园魁

星街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装备园魁

星街

电话 0871-65955312 0871-�65955973

电子信箱 jinhongguo@sino-ge.com zhangxinchang@sino-g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0,200,195.46 172,844,147.03 1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16,960.32 2,600,171.26 19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1,433,565.79 -5,126,940.55 127.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47,262.60 56,561,491.43 -145.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004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004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0.18% 0.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916,220,135.71 1,969,391,321.92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90,813,530.06 1,483,442,888.59 0.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64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2% 89,579,232

质押 6,000,000

冻结 36,504,000

云南省核工业二0九地质大队 国有法人 8.98% 58,626,175 质押 42,000,000

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9% 41,079,168 质押 20,000,000

吴红平 境内自然人 1.78% 11,627,876 8,720,907 质押 2,8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5% 10,101,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新兴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0% 9,800,000

区国辉 境内自然人 1.15% 7,484,598

欧国强 境内自然人 0.85% 5,579,4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日进斗

金14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3% 5,439,55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资源行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7% 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100%的

股权，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组织生产管理、有效降低生产运营成本，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主要下游产品产销量均呈现不同程度

增长态势。公司及子公司共生产区熔锗锭23.30吨，生产红外级锗产品折合锗金属量4.30吨，生产太阳能电池用锗单晶片9.03

万片（折合4寸计算），生产光纤四氯化锗11.81吨，生产砷化镓单晶片10.35万片（折合2寸计算）。

总体经营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1-6月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0,200,195.46 172,844,147.03 15.83

营业成本 150,498,201.85 136,586,791.82 10.19

营业利润 7,965,336.59 5,119,053.53 55.60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616,960.32 2,600,171.26 192.9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1,433,565.79 -5,126,940.55 127.96

增减变动原因：

1、本期营业收入20,020.02万元，较上年同期的17,284.41万元增加2,735.61万元，增长率15.83%，主要原因系：①主要产品的

销量同比增加，其中：红外级锗产品增长了85.04%，光伏级锗产品增长了91.77%，光纤级锗增长19.51%等，由于销售量增加而

增加的营业收入合计636.83万元；②主要产品价格同比上升，其中：区熔锗价格上升42.22%，红外锗产品价格上升38.03%等，由

于产品价格上升而增加的营业收入合计2,098.78万元；

2、本期营业成本15,049.82万元，较上年同期的13,658.68万元增加1,391.14万元，增长率10.19%，主要原因系：①主要产品的

销量同比增加，由于销售量增加而增加的营业成本合计1,069.24万元；②由于产品价格上升，外购锗原料价格也随之上升，同

时消耗的外购原料同比上年增加，造成产品单位成本同比上升，由于单位成本上升而增加的营业成本合计321.90万元；

3、本期实现的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5.60%、192.94%，主要原因系：

本期由于公司的产能进一步释放，销售量增加，同时产品价格上涨，量价齐增使得营业收入同比上升，且营业收入增长

高于营业成本的增长，本期综合毛利率达24.83%，同比上年增加3.85个百分点；

上期因锗金属价格回升，转回和转销年初计提的部分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相应的递延所得税171.68万元；上期公司扭亏

为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转回相应递延所得税264.64万元导致上期所得税费用较高。

本期银行借款占用额减少、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上升，财务费用同比上期下降38.27%。

4、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7.96%，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的盈利

能力较上年同期提高，同时非经常损益也比上期减少。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包文东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28� � �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18-036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3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并于2018

年8月15日在昆明市人民中路都市名园A座6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会议

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尹淑娟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表

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

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08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28� � �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18-035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3日以通讯方式发

出, 并于2018年8月15日在昆明市人民中路都市名园 A�座 6�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6名，以通讯方式表决的董事3名。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包文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

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7日

(上接B79版)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A座40层

负责人：王玲

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99

联系人：靳庆军

联系电话：010-58785588

经办律师：靳庆军、宋萍萍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202号普华永道中心11楼

法定代表人：李丹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都晓燕

电话：(021)� 23238888

传真：(021)� 23238800

联系人：都晓燕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类型

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为：在力争本金安全和资产充分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超过业

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如下的金融工具：现金；期限1年以内（含1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

购、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含397天）的债券；中国证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1.�决策依据

（1）投资决策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2）投资决策是根据本基金产品的特征决定不同风险资产的配比；

（3）投资部策略分析师、固定收益分析师、定量分析师各自独立完成相应的研究

报告，为投资策略提供依据。

2.�决策程序

（1）整体配置策略

根据宏观经济指标（主要包括：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货币供应

量、就业率水平、国际市场利率水平、汇率），决定债券组合的剩余期限（长/中/短）和

比例分布。

根据各类资产的流动性特征（主要包括：平均日交易量、交易场所、机构投资者

持有情况、回购抵押数量、分拆转换进程），决定组合中各类资产的投资比例。

根据债券的信用等级及担保状况，决定组合的风险级别。

（2）类别资产配置策略

根据整体策略要求，决定组合中类别资产的配置内容和各类别投资的比例。

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流动性指标（二级市场存量、二级市场流量、分类资产日均

成交量、近期成交量、近期变动量、交易场所），决定类别资产的当期配置比率。

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收益率水平（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利息支付方式、利息

税务处理、附加选择权价值、类别资产收益差异）、市场偏好、法律法规对基金投资的

规定、基金合同、基金收益目标、业绩比较基准等决定不同类别资产的目标配置比率。

（3）明细资产配置策略

第一步筛选，根据明细资产的剩余期限、资信等级、流动性指标（流通总量、日均

交易量），决定是否纳入组合。

第二步筛选，根据个别债券的收益率（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利息支付方式、利

息税务处理）与剩余期限的配比，对照基金的收益要求决定是否纳入组合。

第三步筛选，根据个别债券的流动性指标（发行总量、流通量、上市时间），决定

投资总量。

3.�投资管理方法

（1）短期利率水平预期策略

深入分析国家货币政策、短期资金市场利率波动、资本市场资金面的情况和流动

性的变化，对短期利率走势形成合理预期，并据此调整基金货币资产的配置策略。

（2）收益率曲线分析策略

根据收益率曲线的变化趋势，采取相应的投资管理策略。货币市场收益率曲线的

形状反映当时短期利率水平之间的关系， 反映市场对较短期限经济状况的判断及对

未来短期经济走势的预期。

（3）组合剩余期限策略、期限配置策略

通过对组合资产剩余期限的设计、跟踪、调整，达到保持合理的现金流，锁定组合

剩余期限，以满足可能的、突发的现金需求，同时保持组合的稳定收益；特别在债券投

资中，根据收益率曲线的情况，投资一定剩余期限的品种，稳定收益，锁定风险，满足

组合目标期限。

（4）类别品种配置策略

在保持组合资产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根据各类短期金融工具的市场规模、收益性

和流动性，决定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再通过评估各类资产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利差，

确定不同期限类别资产的具体资产配置比例。

（5）流动性管理策略

在满足基金投资人申购、赎回的资金需求前提下，通过基金资产安排（包括现金

库存、资产变现、剩余期限管理或以其他措施），在保持基金资产高流动性的前提下，

确保基金的稳定收益。

（6）无风险套利策略

无风险套利策略包括：

跨市场套利策略：根据各细分短期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和收益特征，动态调整基金

资产在各个细分市场之间的配置比例。

跨品种套利策略：根据各细分市场中不同品种的风险参数、流动性补偿和收益特

征，动态调整不同期限结构品种的配置比例。

（7）滚动配置策略

根据具体投资品种的市场特性，采用持续滚动投资的方法，以提高基金资产的整

体持续的变现能力。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税后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在合理的市场化利率基准推出的情况下，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投资目标和投资

策略，确定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本基金管理人认为，业绩的选择标准需要合理、透明，为广大投资者所接受。本业

绩基准是投资者最熟知、最容易获得的低风险收益率。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货币市场基金是具有较低风险、流动性强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

率都低于股票，债券和混合型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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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2018年8月2日复核

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为截至2018年6月30日（“报告期末” ）的季报数据，本

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4,725,270,957.73 29.17

其中：债券 4,725,270,957.73 29.17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419,336,867.01 8.76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9,880,196,013.34 61.00

4 其他资产 171,771,103.25 1.06

5 合计 16,196,574,941.33 100.00

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1.11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714,999,042.50 4.63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银行间

市场交易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20%。

3�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3.1�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80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83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6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120天。

3.2�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1 30天以内 24.72 4.63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2 30天(含)一60天 28.85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3 60天(含)一90天 19.95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

率债

4 90天(含)一120天 7.5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5 120天(含)一397天（含） 22.57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合计 103.68 4.63

4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240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限未超过240天。

5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国家债券 69,881,439.94 0.45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195,429,256.49 7.73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195,429,256.49 7.73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660,670,259.05 4.27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2,799,290,002.25 18.11

8 其他 - -

9 合计 4,725,270,957.73 30.57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券

- -

6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70207 17国开07 2,900,000 289,984,645.36 1.88

2 170410 17农发10 2,800,000 279,930,145.13 1.81

3 111808148

18中信银行

CD148

2,000,000 198,780,883.47 1.29

4 111894147

18成都银行

CD081

2,000,000 197,854,553.19 1.28

5 180201 18国开01 1,500,000 150,241,761.52 0.97

6 111891119

18苏州银行

CD013

1,500,000 149,400,939.62 0.97

7 111894365

18桂林银行

CD047

1,500,000 144,651,623.86 0.94

8 130238 13国开38 1,300,000 130,263,726.45 0.84

9 170211 17国开11 1,000,000 100,061,673.34 0.65

10 011800616 18首钢SCP003 1,000,000 100,009,545.47 0.65

7“影子定价” 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0.25(含)-0.5%间的次数 0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0577%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040%

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214%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未达到0.25%。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未达到0.5%。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9.1�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2007� 年7� 月1� 日基金实施新会计准则后，本基金所持有的债券（包括票据）采

用摊余成本法进行估值，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并考虑

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按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每日计提收益。

9.2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

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9.3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36,851.51

3 应收利息 159,185,108.51

4 应收申购款 12,549,143.23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171,771,103.25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2018年6月30日。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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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表现。投

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1、历史各时间段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海富通货币基金A

阶段

净值收益

率（1）

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2）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3）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4）

(1)－(3) (2)－(4)

2005.1.4-2005.12.31 2.4894% 0.0070% 1.7852% 0.0000% 0.7042% 0.0070%

2006.1.1-2006.12.31 1.9236% 0.0040% 1.8797% 0.0003% 0.0439% 0.0037%

2007.1.1-2007.12.31 3.4972% 0.0090% 2.7827% 0.0018% 0.7145% 0.0072%

2008.1.1-2008.12.31 4.1075% 0.0134% 3.7717% 0.0012% 0.3358% 0.0122%

2009.1.1-2009.12.31 1.6104% 0.0053% 2.2500% 0.0000% -0.6396% 0.0053%

2010.1.1-2010.12.31 1.9003% 0.0043% 2.3040% 0.0003% -0.4037% 0.0040%

2011.1.1-2011.12.31 3.9368% 0.0037% 3.2798% 0.0007% 0.6570% 0.0030%

2012.1.1-2012.12.31 4.0713% 0.0054% 3.2451% 0.0006% 0.8262% 0.0048%

2013.1.1-2013.12.31 3.6487% 0.0030% 3.0000% 0.0000% 0.6487% 0.0030%

2014.1.1-2014.12.31 4.7915% 0.0043% 2.9726% 0.0002% 1.8189% 0.0041%

2015.1.1-2015.12.31 3.7616% 0.0043% 2.1155% 0.0012% 1.6461% 0.0031%

2016.1.1-2016.12.31 2.4126% 0.0014% 1.5041% 0.0000% 0.9085% 0.0014%

2017.1.1-2017.12.31 3.7816% 0.0009% 1.5000% 0.0000% 2.2816% 0.0009%

2018.1.1-2018.6.30 1.9635% 0.0008% 0.7410% 0.0000% 1.2225% 0.0008%

2005.1.4-2018.6.30 53.9656% 0.0064% 38.6817% 0.0020% 15.2839% 0.0044%

海富通货币基金B

阶段

净值收益率

（1）

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2）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3）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4）

(1)－(3) (2)－(4)

2006.8.1-2006.12.31 0.9344% 0.0036% 0.8296% 0.0002% 0.1048% 0.0034%

2007.1.1-2007.12.31 3.7454% 0.0090% 2.7827% 0.0018% 0.9627% 0.0072%

2008.1.1-2008.12.31 4.3553% 0.0134% 3.7717% 0.0012% 0.5836% 0.0122%

2009.1.1-2009.12.31 1.8551% 0.0053% 2.2500% 0.0000% -0.3949% 0.0053%

2010.1.1-2010.12.31 2.1453% 0.0043% 2.3040% 0.0003% -0.1587% 0.0040%

2011.1.1-2011.12.31 4.1859% 0.0037% 3.2798% 0.0007% 0.9061% 0.0030%

2012.1.1-2012.12.31 4.3199% 0.0054% 3.2451% 0.0006% 1.0748% 0.0048%

2013.1.1-2013.12.31 3.8981% 0.0030% 3.0000% 0.0000% 0.8981% 0.0030%

2014.1.1-2014.12.31 5.0416% 0.0043% 2.9726% 0.0002% 2.0690% 0.0041%

2015.1.1-2015.12.31 4.0103% 0.0043% 2.1155% 0.0012% 1.8948% 0.0031%

2016.1.1-2016.12.31 2.6588% 0.0014% 1.5041% 0.0000% 1.1547% 0.0014%

2017.1.1-2017.12.31 4.0307% 0.0009% 1.5000% 0.0000% 2.5307% 0.0009%

2018.1.1-2018.6.30 2.0849% 0.0008% 0.7410% 0.0000% 1.3439% 0.0008%

2006.8.1-2018.6.30 52.9200% 0.0064% 34.8450% 0.0021% 18.0750% 0.0043%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月结转份额。

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

比图：

海富通货币基金A

（2005年1月4日至2018年6月30日）

海富通货币基金B

（2006年8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

注：按照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2005年1月4日合同生效日起至2005年4月4日

为建仓期。建仓期满至今，本基金投资组合均达到本基金合同第十五节（二）、（六）

规定的比例限制及本基金投资组合的比例范围。

十三、基金的费用和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33%年费率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H＝E×0.3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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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

金管理人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0.1%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

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

金托管人。

（3）与基金运作有关的其他费用

主要包括证券交易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该等费用由基金托管

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

用。

2.�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转换费

基金转换费率等依照本招募说明书第九节的相关规定。

（2）基金销售服务费

基金销售服务费可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服务等各项费用，由基金管理

人支配使用。经证监会批准，本基金自2006年8月1日起实行销售服务费AB分级的收费

方式。在通常情况下，本基金A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25%，B级基金份额

的年费率为0.01%.。各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方法如下：

H＝E×R÷当年天数

H为各级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前一日该级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R为该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对各级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务费率，但销售服务费年

费率最高不超过0.25%。基金管理人必须在开始调整之日的3个工作日之前至少

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

送基金销售服务费支付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

中一次性直接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其他费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列

支。

（二）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

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

生效之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不得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三）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转换费、基金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

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调整转换费、基金销售服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

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四）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

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对本基金原更新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

下：

一、“第一节 绪言” 部分，增加了《流动性规定》的相关信息；

二、“第二节 释义” 部分，增加了对部分词语或简称的解释;

三、“第三节 基金管理人”部分：

1.增加了AlexandreWerno(韦历山)先生、杨仓兵先生的简历。

2.更新了任志强先生、Marc� Bayot（巴约特）先生、张馨先生、俞涛先生、章明女

士、陈轶平先生、谈云飞女士、何谦先生的简历。

3.删除了黄金源(Alex� NG� Kim� Guan)先生、李础前先生、陈虹女士的简历。

4.更新了投资决策委员会的相关信息。

5.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制度相关信息。

四、“第四节 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五、“第五节 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 对部分场外销售机构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更

新。

六、“第八节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部分，更新了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本

基金的申购费用与赎回费用、拒绝或暂停申购、暂停赎回的情形及处理、巨额赎回的

认定及处理方式的相关信息。

七、“第十一节 基金的投资” 部分，更新了投资限制的相关信息，并根据2018年

第二季度报告，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相关数据截止期为2018年6月30日。

八、“第十二节 基金的业绩” 部分，根据2018年第二季度报告，更新了基金业绩

的内容，相关数据截止期为2018年6月30日。

九、“第十四节 基金资产的估值” 部分，更新了暂停估值的情形相关信息。

十、“第十八节 基金的信息披露” 部分，更新了“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的相关

信息。

十一、“第十九节 风险提示” 部分，增加了流动性风险评估方面的相关内容。

十二、“第二十二节 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 部分，更新了“二、基金托管人对

基金管理人的业务监督、核查” 、“（三）基金财产的保管”中的相关信息。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7日

2018年 8 月 1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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