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未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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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364,421,159.31 5.02

其中 ：政策性金融债

1,364,421,159.31 5.02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2,120,895,155.78 7.81

6

中期票据

181,889,059.84 0.67

7

同业存单

8,579,264,931.86 31.59

8

其他

- -

9

合计

12,246,470,306.79 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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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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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308 18

进出

08 10,000,000 994,362,195.86 3.66

2 111809136 18

浦发银行

CD136 8,000,000 796,388,712.94 2.93

3 111811130 18

平安银行

CD130 8,000,000 795,084,552.22 2.93

4 111805142 18

建设银行

CD142 8,000,000 792,268,921.48 2.92

5 111816193 18

上海银行

CD193 7,000,000 693,235,306.28 2.55

6 111815203 18

民生银行

CD203 5,000,000 497,737,928.05 1.83

7 111894956 18

宁波银行

CD054 5,000,000 494,048,064.84 1.82

8 111808035 18

中信银行

CD035 5,000,000 492,205,832.72 1.81

9 111808167 18

中信银行

CD167 5,000,000 490,091,568.63 1.80

10 111817026 18

光大银行

CD026 3,000,000 298,778,183.4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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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06%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258%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536%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的情况。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的情况。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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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目前投资工具的估值方法如下：

1）基金持有的债券（包括票据）购买时采用实际支付价款（包含交易费用）确定初始成

本，按实际利率计算其摊余成本及各期利息收入，每日计提收益；

2）基金持有的回购以成本列示，按实际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合同利率

与实际利率差异较小的，也可采用合同利率计算确定利息收入；

3）基金持有的银行存款以本金列示，按实际协议利率逐日计提利息。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

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2）18中信银行CD035（代码：111808035）、18中信银行CD167（代码：111808167）为易方

达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证券。 2017年11月29日，中国保监会针对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存在电话销售欺骗投保人的违法行为，处以人民币12万元行政罚款。

18上海银行CD193（代码：111816193）为易方达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证券。

2017年7月19日，上海银监局针对2015年，经上海银行批准，辖属天津分行在他行撤销远期购买

承诺的情况下，继续持有某信托受益权，未按规定严格审查基础资产投向，信托资金违规用于

异地融资平台的违法违规事实，责令上海银行改正，并处以人民币50万元行政处罚。 2018年1

月4日， 上海银监局针对2015年上海银行对底层资产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投资投前尽职调

查严重不审慎，部分理财资金用于增资和缴交土地出让金，与合同约定用途不一致的违法违

规事实，责令上海银行改正，并处以人民币50万元行政处罚。

18浦发银行CD136（代码：111809136）为易方达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证券。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8年1月19日发布的 《关于成都分行处罚事项

的公告》，四川银监局对成都分行内控管理严重失效，授信管理违规，违规办理信贷业务等严

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执行罚款46,175万元人民币。 2018年2月12日，中

国银监会针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如下事由罚款5845万元， 没收违法所得

10.927万元，罚没合计5855.927万元：（一）内控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二）通过资管计

划投资分行协议存款，虚增一般存款；（三）通过基础资产在理财产品之间的非公允交易进行

收益调节；（四）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比例超监管要求；（五）提供不实说明材料、

不配合调查取证；（六）以贷转存，虚增存贷款；（七）票据承兑、贴现业务贸易背景审查不严；

（八） 国内信用证业务贸易背景审查不严；（九） 贷款管理严重缺失， 导致大额不良贷款；

（十）违规通过同业投资转存款方式，虚增存款；（十一）票据资管业务在总行审批驳回后仍

继续办理；（十二）对代理收付资金的信托计划提供保本承诺；（十三）以存放同业业务名义

开办委托定向投资业务，并少计风险资产；（十四）投资多款同业理财产品未尽职审查，涉及

金额较大；（十五） 修改总行理财合同标准文本， 导致理财资金实际投向与合同约定不符；

（十六）为非保本理财产品出具保本承诺函；（十七）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十八）向客户

收取服务费，但未提供实质性服务，明显质价不符；（十九）收费超过服务价格目录，向客户转

嫁成本。 2018年3月19日，上海银监局针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2016年

至2017年部分信用卡现金分期资金被用于证券交易，2015年至2017年部分信用卡分期资金被

用于非消费领域， 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违法违规事实， 责令改正， 罚没合计人民币

1751651.7元。

18平安银行CD130（代码：111811130）为易方达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证券。

2018年2月7日，大连银监局针对平安银行贷款资金转存款质押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并在他行贴

现，贴现资金回流转存款质押重复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违法事实，对平安银行处以人民币四

十万元行政罚款。 2018年3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针对平安银行违反清算管理规定、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相关规定、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3,036,061.39元，并处罚款10,308,084.15元，合计处罚金额13,344,145.54元。

18宁波银行CD054（代码：111894956）为易方达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证券。

2017年10月10日，宁波银监局针对宁波银行以贷转存等违法违规事实，处以人民币50万元的

行政处罚。 2018年6月7日，宁波银监局针对宁波银行以不正当手段违规吸收存款的违法违规

事实，处以人民币60万元的行政处罚。

本基金投资 18中信银行CD035、18中信银行CD167、18上海银行CD193、18浦发银行

CD136、18平安银行CD130、18宁波银行CD054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投资制度的规定。

除18中信银行CD035、18中信银行CD167、18上海银行CD193、18浦发银行CD136、18平安

银行CD130、18宁波银行CD054外，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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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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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3,434.56

3

应收利息

76,039,883.84

4

应收申购款

295,824.77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79,739,143.17

十二、基金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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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7年2月16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投资业

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1、易方达天天发货币A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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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3.6090% 0.0010% 1.2034% 0.0000% 2.4056% 0.0010%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643% 0.0007% 0.6810% 0.0000% 1.3833% 0.0007%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5.7478% 0.0009% 1.8927% 0.0000% 3.8551% 0.0009%

2、易方达天天发货币B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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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3.8246% 0.0010% 1.2034% 0.0000% 2.6212% 0.0010%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2.1859% 0.0007% 0.6810% 0.0000% 1.5049% 0.0007%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6.0941% 0.0009% 1.8927% 0.0000% 4.2014% 0.0009%

十三、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销售服务费；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讼费和仲裁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证券账户开户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用；

1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5%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05%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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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

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0.25%，B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

0.01%。 两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相同，具体如下：

H＝E×年销售服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该类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E为前一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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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

中一次性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代收，基金管理人收到后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专门用于本基金

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

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销售服务费可用于本基金市场推广、销售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等各项费用。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4－10项费用”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

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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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的

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赎回费

（1）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和赎回费用。

（2）强制赎回费用

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本基金对当日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赎回基金份额超过基金总

份额1%以上的赎回申请（指超过基金总份额1%以上的部分）征收1%的强制赎回费用，并将上

述赎回费用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上述做法无益于基金利益

最大化的情形除外：

1）当本基金持有的现金、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券以及5个交易日内到期的

其他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合计低于5%且偏离度为负的情形时；

2）当本基金前10�名份额持有人的持有份额合计超过基金总份额的50%，且本基金投资

组合中现金、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券以及5个交易日内到期的其他金融工具占

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合计低于10%且偏离度为负时。

2、基金转换费用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其

中赎回费用按照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相关公告约定的比例归入基

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具体实施办法和转换费率详见相关公

告。 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3、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www.efunds.com.cn）进行申购、赎回和转换的交易

费率，请具体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或变更收费方式，调整后的费

率或变更的收费方式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上述费率或收费方式如发生变更，基金

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

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

金促销计划，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

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销售费率，或针对特定渠道、特定投资群体开展有差别的费率优惠

活动。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按照基金发展情况，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基

金合同约定，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易方达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

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2018年3月29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

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 在“一、绪言”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2. 在“二、释义”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3.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4.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5.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销售机构信息、经办注册会计师信息。

6. 在“九、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7. 在“十、基金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计划”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8. 在“十二、基金的投资” 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并更新了本基金2018年第2季度投资

组合报告的内容。

9. 在“十三、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的投资业绩数据。

10. 在“十五、基金资产的估值”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11. 在“十九、基金的信息披露”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12. 在“二十、风险揭示”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13. 在“二十二、基金合同摘要”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14. 在“二十三、基金托管协议摘要”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15. 在“二十五、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2018年 9 月 21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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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鑫元核心

资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份额实行网上交易系统认购费率优惠的

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定在鑫

元核心资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募集期间对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鑫

元基金网上交易平台、鑫元基金微信公众号：鑫元基金财管家）进行的A类份额的认购实行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范围

鑫元核心资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06193）

二、 优惠活动时间

2018年9月28日起至2018年11月9日17:00止

三、 优惠活动内容

本次认购费率优惠仅对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鑫元基金网上交易平台、鑫元基金微信公众号：鑫

元基金财管家）进行的认购申请有效。 优惠活动内容如下：

支付渠道 支持银行卡 认购费率

网上直连 南京银行

0.6%

网上直连 建设银行 按公告认购费率的

8

折优惠

通联支付 支持的银行卡均适用

0.6%

富友支付 支持的银行卡均适用

0.6%

银联支付 支持的银行卡均适用

0.6%

天天盈 支持的银行卡均适用

0.6%

注：原认购费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四、 注意事项

1、 本次认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鑫元基金网上交易平台、鑫元基金微

信公众号：鑫元基金财管家）进行的认购申请。 如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调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2、 本基金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鑫元基金网上交易平台、鑫元基金微信公众号：鑫元基金财管

家）募集的时间为2018年9月28日起至2018年11月9日17:00。本公司可根据募集情况适当延长或缩短本基金

的募集期限并及时公告，但整个募集期限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3、 本基金认购费率及详细情况请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本公司相关公告。

4、 本公司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6-6188�网站：www.xyam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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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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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

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鑫元核心

资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份额参与部分销售渠道认购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在鑫

元核心资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募集期内对A类份额参与部分销售渠道的

认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范围

鑫元核心资产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06193）

二、 优惠活动时间

2018年9月28日起至2018年11月9日17:00止

三、 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部分销售渠道网站、APP等前端模式认购本基金A类份额，其认购费率享有优惠，具体折扣

费率以各销售渠道页面公示为准。优惠前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享有费率折扣。基金

原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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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参与优惠活动的销售渠道及联系方式

（1）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6661

网站：http://www.myfund.com/

（2）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站：www.1234567.com.cn

（3）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站：www.ehowbuy.com

（4）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773772

网站:www.ijijin.cn

（5）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88

网站:https://www.antfortune.com

（6）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8887

网站：www.zlfund.cn和www.jjmmw.com

（7）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33-7933

网站：www.leadbank.com.cn

（8）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46-6788

网站:www.91fund.com.cn

（9）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980-618

网站：www.chtfund.com

（10）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18-0707

网站：http://www.hongdianfund.com/

（11）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0-89629066

网站：www.yingmi.cn

（12）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8-2266/021-22267995

网站：www.dtfunds.com

（13）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9031

网站：www.lufunds.com

（14）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服务电话：95177

网址：www.snjijin.com

（15）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服务电话：400-619-9059

网址：www.fundzone.com

（16）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服务电话：400-821-0203

（17）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服务电话：021-65370077

网址：www.jiyufund.com.cn

（18） 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服务电话：95118/400-088-8816

网址：http://fund.jd.com/

（19）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服务电话：400-817-5666

网址：www.amcfortune.com

（20）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服务电话：4000-618-518

网址：www.danjuanapp.com

（21） 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1/400-8888588

网站：http://www.qh168.com.cn

五、 注意事项

1、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各销售渠道的规定为准。

2、 本基金募集时间为2018年9月28日起至2018年11月9日17:00止。 本公司可根据募集情况适当延长或

缩短本基金的募集期限并及时公告，但整个募集期限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3、 本基金认购费率及详细情况请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本公司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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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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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

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1117� � � � �证券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2018-049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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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2号 中国化学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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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

3,236,79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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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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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戴和根先生因公无法出席会议，经公司全体董事

推举，由董事户海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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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出席3人，戴和根先生、刘杰先生、杨有红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胡永红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涛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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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5,611,317 99.9635 1,180,113 0.036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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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5,513,173 98.7247 41,278,257 1.2753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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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3,420,448 98.6600 42,382,950 1.3094 988,032 0.0306

4、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18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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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2,790,875 99.8764 15,200 0.0004 3,985,355 0.1232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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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

47,675,517 97.5844 1,180,113 2.4156 0 0.0000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7,577,373 15.5097 41,278,257 84.4903 0 0.0000

3

《关于修订董事 会 议 事 规 则

的议案 》

5,484,648 11.2262 42,382,950 86.7514 988,032 2.0224

4

《关于 聘 任

2018

年 审 计 机 构

的议案 》

44,855,075 91.8114 15,200 0.0311 3,985,355 8.157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 以上赞成

票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彩虹、杨雪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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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002205� � � � �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2018－046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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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11月24日于巨潮

资讯网发布了《关于草签PPP项目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本公司、中交隧道工

程局有限公司与洪雅县交通运输局签署《洪雅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PPP项目合同》（草

签）。 本项目动态总投资152,286.32万元（含建设期利息），固定资产投资144,164.83万元（以

财政评审结果为准，不含征地拆迁费等项目其他前期费用）。 因政策变化等原因无法继续履

行，现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于2018年9月18日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解除合同协议书》主要条款

1、甲方：洪雅县交通运输局

乙方：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2、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甲、乙双方签订的《PPP项目合同》，甲、乙双方在《PPP项

目合同》中的约定的权利、义务均不再履行。

3、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7日内，无息退还乙方投标保证金1000万元。

4、甲乙双方均放弃追究对方未履行《PPP项目合同》的违约责任及赔偿责任，甲乙双方

自行承担前期履行合同的各项费用。

二、本次解除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协议约定，该项目投资保证金将于本协议签订后7日内无息退还。 鉴于该项目未实

质启动建设，公司不涉及其他费用的支出，本次解除合同对公司不存在生产经营及其他方面

的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解除合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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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预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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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目前该项目仍处于公示期，公司尚未取得正式的中标通知书。 提请投资者谨慎注意投资

风险。

2018年9月19日，临高县项目管理中心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址：http://zw.

hainan.gov.cn/ggzy/）发布了“临高县供水工程PPP项目中标公示” ，确定我公司与广东省水

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福建世锦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作为该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 本项目

近期建设动态总投资为124,712.4万元。 公示期为2018年9月19日-2018年9月25日。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招标人：临高县项目管理中心

招标代理人：陕西博锐特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临高县供水工程PPP项目

3、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为取水工程、输水工程、滨海净水厂工程和清水配水工程，项目建设

分为近期（2020年）和远期（2030年）包括如下工程内容：

3.1原水取水工程：取水口建设规模近期为9万吨/日；远期建设规模为15.5万吨/日。 取水

口土建部分按远期一次性建成，其他部分分期建设；

3.2原水输水工程：从尧龙水库至城区的输水管段为临城水厂、滨海水厂和加来农场水厂

共用，其中尧龙水库至加来农场输水管段由加来农场水厂与临城水厂、滨海水厂共用。 输水

管段至县城后，分支管敷设至临城水厂，干管继续沿东北向敷设至滨海水厂。

3.2.1尧龙水库至滨海净水厂原水输水管线，按远期規模15.5万吨/日一次性敷设完成，管

线全长约为52.3千米（包含共用管段）；

3.2.2尧龙水库至临城净水厂原水输水管线，按远期规模5万吨/日一次性敷设完成，管线

长约5.1千米（不包括共用管段）；

本项目临城水厂扩建工程是否由项目公司建设待政府和项目公司另行约定， 但上述该

段原水输水管线需要建设，并纳入总投资。

3.3滨海净水厂工程：分期建设，建设规模近期为5万吨/日，远期为10万吨/曰，生产构筑

物分期建设，设备按近期建设规模配备，加药消毒变配电建等土建一次建成，附属生产建筑

物、管理、办公及生活设施一次建成；

3.4清水配水工程：滨海净水厂-临高角风景名胜区配水主干管线长约为11.7千米；滨海

净水厂-金牌港经济开发区配水主干管线长约为3.5千米；金牌港经济开发区接管点-马袅湾

旅游度假区主干管线长约为4.94千米；滨海净水厂-博厚镇配水主干管线长约为6.7千米。

3.5排泥水处理站：滨海水厂排泥水处理站规模为0.30万m3/d。 排泥水处理站土建按远期

规模设计，设备按近期规模安装。

3.6电气及仪表、自控工程：电气及仪表、自控工程主要用于取水工程和滨海水厂。

具体施工范围以施工图范围为准。

4、本项目近期建设静态总投资为119,751.9万元，建设期利息4,960.5万元，动态总投资

为124,712.4万元。 其中建安工程费94,231.3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11,011.1万元，征地及补

偿费5,739.9万元，基本预备费8,484.4万元，铺底流动资金285.1万元。 实际投资额度以竣工决

算为准。

5、本项目中标价下浮率5%。

6、本项目的特许经营期限：30年（其中建设期2年，运营期28年）。

7、2017年，公司未与该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8、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项目动态总投资约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158.04%。 本项目合作

期为30年（其中建设期2年，运营期28年）。本项目合同正式签订并顺利实施后，将对公司未来

业绩和市场形象产生长期有利影响。 工程建设完成后，运营期收益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

2、本项目中标，符合公司“调整转型，创新发展” 的战略思想，并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

3、本次中标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该工程合同而对业主方

形成依赖。

三、风险提示

1、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影响该合同收益；

2、由于不可抗力等无法预见的原因，可能造成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的风险；

3、该项目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由于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法律法规调整等其他因素使得

市场需求变化导致市场预测与实际需求之间出现差异的风险；

4、该项目运营后的收益可能存在不能满足收回投资或达到预定收益的风险；

5、截至目前，以上项目仍处于公示期，公示期内将保留第三方异议的权利。 公示期满后，

如无异议，业主方将会依据一定的程序，对项目的中标人发放书面中标通知书。 因此，在取得

最终的中标通知书之前，我公司仍可能存在未中标的风险。

6、该项目如接到《中标通知书》，尚需签订正式合同，合同具体内容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提请投资者谨慎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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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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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0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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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2,

000万元（含32,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以上资金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内组织实施。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严格控制风险，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品种为低风险、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保本型产品，并

且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信

息详见公司2017年10月21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14）。

一、 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8年9月20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签署了购买理财产品协议，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90天

2.产品代码：2681183615

3.产品类型：期限结构型

4.理财期限：2018年09月21日-2018年12月20日（90天）

5.收益率：4.3%

6.认购金额：人民币11000.00万元

7.资金来源：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8.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不需要

9.公司及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同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

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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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现金管理的具体

情况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4、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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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一）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利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

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二）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

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一）到期赎回情况

序号 产品发行人 产品类型 理财起始期 理财终止期 预期年化收益率 认购金额 （万元 ） 实际收益 （元 ）

1

上海浦发银行桐城路

支行

保本保证收益型

2017-11-24 2018-5-23 4.30% 4,000.00 855,222.22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7-12-8 2018-6-8 4.20% 11,000.00 2,303,671.23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保本保证收益型

2017-11-24 2018-7-17 4.15% 17,000.00 4,542,260.27

4

上海浦发银行桐城路

支行

保证收益型

2018-5-24 2018-8-23 4.75% 4,000.00 469,722.22

5

上海浦发银行桐城路

支行

保证收益型

2018-6-12 2018-9-11 4.75% 11,000.00 1,291,736.11

（二）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合计金额为人民币32,000.00

万元（见下表），在董事会审批之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2,000.00万元范围内。

序号 产品发行人 产品类型 理财起始期 理财终止期 预期年化收益率 认购金额 （万元 ）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8-7-20 2018-10-19 4.65% 10,000.00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

行

期限结构型

(

保本保证

收益

)

2018-7-25 2018-10-19 4.6% 6,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8-7-30 2018-10-29 4.51% 1,000.00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8-8-31 2018-11-30 4.40% 4,000.00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

行

期限结构型

(

保本保证

收益

)

2018-9-21 2018-12-20 4.30% 11,000.00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