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方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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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3号）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8年10月15日起，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小天鹅A

（代码：0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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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efunds.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易方达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场内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中证军工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中证军工；交易代码：512560,�以下简称“本基金” ）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波动，2018年10月12日，本基金二级市场收盘价为0.700元，相对于当日

0.6953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0.68%。截止2018年10月15日，本基金二级市场收

盘价为0.703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可能遭

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7年7月14日，并于2017年7月28日开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投资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基金份额。

2、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

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

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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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

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易方达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场内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中证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ZZ500ETF；交易代码：510580,�以下简称“本基金” ）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波动，2018年10月12日，本基金二级市场收盘价为5.280元，相对于当日

4.2273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24.90%。截止2018年10月15日，本基金二级市场

收盘价为5.214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可能

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5年8月27日，并于2015年9月14日开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投资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基金份额。

2、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

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

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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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

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B，场内代码：502012）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

较大。2018年10月12日，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512元，相对于

当日0.4037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26.83%。截止2018年10月15日，易方达证券

公司分级B类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461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

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分级基金，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

公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存量分级基金须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进行整改

规范，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如溢价买入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等。

2、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

B类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易方

达证券公司分级份额（场内简称：证券分级，场内代码：502010）净值和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A

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A，场内代码：502011）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B

类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的

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3、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

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2018年10月15日收盘，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

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的溢价

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

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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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

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

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关于

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约定，当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 ）之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小于0.2500元时，易方达证券公司份额（场内简称：证

券分级；场内代码502010）、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A；场内代码502011）、

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B；场内代码502012）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8年10月15日收盘，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易方达证券公

司B类份额近期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波动情况。

针对不定期份额折算可能带来的风险，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1、由于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

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

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2、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

复至初始杠杆水平，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

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 此折算基准日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净值可能与折算

阀值0.2500元有一定差异。

4、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

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

益特征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与

较高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证券公司份额的情况， 因此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持有人预期收

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

部分计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易方达证券公司份额、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易方达证

券公司B类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2、如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

管理人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暂停易方达证券公司份额、易

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与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上市交易、配对转换，以及易方达证券公

司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托管等相关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

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易方达证

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881� 8088

（免长途话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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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

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

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

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

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

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军工B，场内代码：502005）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较大。

2018年10月12日，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370元，相对于当日0.3035

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21.91%。截止2018年10月15日，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

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345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

率的分级基金，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

公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存量分级基金须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进行整改

规范，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如溢价买入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等。

2、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

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 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易方达军工分级

份额（场内简称：军工分级，场内代码：502003）净值和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军

工A，场内代码：502004）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

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

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3、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

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2018年10月15日收盘，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

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发

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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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

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B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生物B，场内代码：150258）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

较大。2018年10月12日，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200元，相对于

当日0.6952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72.61%。截止2018年10月15日，易方达生物

科技分级B类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080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

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分级基金，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

公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存量分级基金须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进行整改

规范，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如溢价买入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等。

2、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

B类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易方

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场内简称：生物分级，场内代码：161122）净值和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

类份额（场内简称：生物A，场内代码：150257）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

类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

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3、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

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

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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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

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易方达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

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中证全指证券

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中证证券；交易代码：512570,�以下简称“本

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波动，2018年10月12日，本基金二级市场收盘价为0.630元，相

对于当日0.6032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4.44%。截止2018年10月15日，本基金二

级市场收盘价为0.628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

金，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7年7月27日，并于2017年8月11日开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投资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基金份额。

2、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

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

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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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

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上接B81版）

3、从新力金融及其子公司拆入资金

单位：元

出借人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新力金融 23,913,055.56 2016/4/6 2016/4/13

新力金融 62,653,964.27 2016/4/7 2016/4/13

德润租赁 11,000,000.00 2015/12/31 2016/1/5

德润租赁 10,000,000.00 2015/12/31 2016/1/8

德润租赁 75,000,000.00 2015/12/31 2016/1/15

德润租赁 4,000,000.00 2015/12/31 2016/1/15

德润租赁 8,796,713.00 2016/3/4 2016/4/18

德润租赁 14,203,287.00 2016/3/7 2016/4/18

德润租赁 10,000,000.00 2016/3/7 2016/5/4

德润租赁 19,000,000.00 2016/3/7 2016/5/5

德润租赁 5,000,000.00 2016/3/7 2016/5/23

德润租赁 11,796,713.00 2016/3/7 2016/5/31

德润租赁 50,000,000.00 2016/3/8 2016/5/31

德润租赁 135,000,000.00 2016/4/6 2016/5/31

德善小贷 5,000,000.00 2016/1/4 2016/1/25

德善小贷 5,000,000.00 2016/1/18 2016/1/28

德善小贷 5,000,000.00 2016/1/18 2016/2/1

德信担保 9,010,171.65 2016/10/2 2016/12/31

德信担保 500,000.00 2016/10/13 2016/12/31

德信担保 1,120,000.00 2016/10/28 2016/12/31

德信担保 5,000.00 2016/10/31 2016/12/31

德善小贷 6,978,677.02 2016/7/28 2016/12/31

德善小贷 30,450,000.00 2016/12/29 2016/12/31

广德德善 2,411,275.56 2016/7/29 2016/12/31

广德德善 70,000.00 2016/8/31 2016/12/31

马鞍山德善 4,183,783.16 2016/7/29 2016/12/31

马鞍山德善 244,685.60 2016/8/31 2016/12/31

4、向新力金融及其子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

单位：元

出借人 2016年度 借款利率

新力金融及其子公司 1,540,550.41 协议利率5.38%

（二）关联担保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取得借款等提供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2018年1-6月：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截止日 担保余额 借款人

深圳德润 2018/6/30 2,400.00 中国银行深圳高新北支行

新力金融 2018/6/30 19,300.0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新力金融 2018/6/30 24,470.00万港元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力金融 2018/6/30 10,000.00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德润租赁 2018/6/30 29,051.90 交通银行合肥祁门路支行

德润租赁 2018/6/30 1,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支行

新力金融 2018/6/30 15,000.00 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新力金融 2018/6/30 15,000.00 中国银行合肥南城支行

德润租赁 2018/6/30 340.00 华夏银行合肥政务区支行

德润租赁 2018/6/30 20,000.00 建设银行合肥蜀山支行

2017年度：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方 截止日 担保余额 借款人

新力投资 深圳德润 2017/12/31 2,800.00 中国银行深圳高新北支行借款

新力投资 新力金融 2017/12/31 10,000.00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新力投资 德润租赁 2017/12/31 37,578.81 交通银行合肥祁门路支行

新力投资 德润租赁 2017/12/31 1,8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支行

新力投资 新力金融 2017/12/31 14,560.00 浦发银行桐城路支行

新力投资 新力金融 2017/12/31 15,000.00 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新力投资 新力金融 2017/12/31 20,000.00 中国银行合肥南城支行

新力投资 德润租赁 2017/12/31 1,200.00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淝河路支行

新力投资 德润租赁 2017/12/31 1,350.00 华夏银行合肥政务区支行

新力投资 德润租赁 2017/12/31 2,0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新力投资 德润租赁 2017/12/31 20,000.00 建设银行合肥蜀山支行

2016年度：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方 截止日 担保余额 借款人

新力投资 新力金融 2016/12/31 33,280.00 浦发合肥桐城路支行

新力投资 新力金融 2016/12/31 15,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新力投资 新力金融 2016/12/31 23,000.00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新力投资 德润租赁 2016/12/31 6,450.00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淝河路支行

新力投资 德润租赁 2016/12/31 3,370.00 华夏银行合肥政务区支行

新力投资 德润租赁 2016/12/31 4,0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新力投资 德润租赁 2016/12/31 10,000.00 建设银行合肥蜀山支行

（三）其他关联交易

2016年度，上市公司经与安徽新华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阳光” ）双方

协商，将相关债权参照评估价值，以170,162,68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新华阳光。为支持上市公司

及时收回资金，由新力投资向新华阳光提供财务资助。

2016年度，上市公司发生以下债权转让交易，资产负债表日后，受让方将所受让债权转让

给安徽德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具体如下：

单位：元

受让方 转让价格

华融联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37,144,883.38

安徽省众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1,608,474.38

王祎 8,395,535.34

巢湖市兴达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5,331,550.34

华融联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9,961.39

合 计 385,490,404.83

除上述情况外，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

新力金融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1）2017年度，新力投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租赁车辆业务未实现，委托德润租赁

将其汇入德润租赁的资金支付给他人，具体受托支付明细如下：

单位：元

姓 名 受托支付金额

荣学堂 500,000.00

徐立新 400,000.00

桂晓斌 400,000.00

钱元文 500,000.00

合 计 1,800,000.00

（2）2016年度上市公司向新力投资副董事长荣学堂转让车辆，作价14万元。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日常

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更换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意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

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日之前 6�个月内， 新力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

统增持新力金融8,120,300股，具体情况如下：

买卖方向 买卖时间 股票种类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每股）

买入 2018年10月 A股 8,120,300 6.06-8.06

除前述权益变动情况外，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日之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

在其他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

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日之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新力投资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6,069,597.52 182,812,514.31 258,060,135.2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 - -

衍生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 -

预付款项 - - -

其他应收款 1,910,883,204.67 1,502,563,525.35 1,137,649,967.40

存货 - - -

持有待售资产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 - 160,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1,936,952,802.19 1,685,376,039.66 1,555,710,102.6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500,000.00 19,500,000.00 13,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1,108,431,655.74 915,666,852.53 729,55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26,455.06 142,814.53 641,682.19

在建工程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 - -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27,958,110.80 935,309,667.06 743,191,682.19

资产总计 3,064,910,912.99 2,620,685,706.72 2,298,901,784.8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52,000,000.00 430,000,000.00 54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 - -

衍生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 -

预收款项 - - -

应付职工薪酬 - 1,100,000.00 -

应交税费 37,327.32 171,925.10 78,293.50

其他应付款 1,483,812,233.49 1,660,380,940.46 1,279,532,695.71

持有待售负债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2,535,849,560.81 2,091,652,865.56 1,820,130,989.2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

应付债券 - - -

长期应付款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收益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合计 2,535,849,560.81 2,091,652,865.56 1,820,130,989.21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69,840,000.00 169,840,000.00 169,840,000.00

资本公积 13,968,000.00 13,968,000.00 13,968,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 - -

专项储备 - - -

盈余公积 40,438,943.89 40,438,943.89 40,381,405.70

未分配利润 304,814,408.29 304,785,897.27 254,581,389.92

所有者权益合计 529,061,352.18 529,032,841.16 478,770,795.6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064,910,912.99 2,620,685,706.72 2,298,901,784.83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营业收入 92,452.84 1,403,924.52 15,743,891.61

减：营业成本 - - -

税金及附加 16,293.17 50,164.43 881,657.94

销售费用 - - -

管理费用 3,545,655.36 6,811,393.02 8,307,919.87

研发费用 - - -

财务费用 14,222,884.05 53,119,602.85 68,182,719.27

资产减值损失 - -5,600,000.00 -800,000.00

加：其他收益 -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7,830,394.43 105,444,128.28 365,512,509.0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38,014.69 52,466,892.50 304,684,103.53

加：营业外收入 - 143,309.10 -

减：营业外支出 100,000.00 10,000.00 10,00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8,014.69 52,600,201.60 304,674,103.53

减：所得税费用 9,503.67 11,300.06 127,026.17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8,511.02 52,588,901.54 304,547,077.36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8,511.02 52,588,901.54 304,547,077.36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 - -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28,511.02 52,588,901.54 304,547,077.36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 0.31 1.79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 0.31 1.79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8,000.00 1,442,800.00 15,743,891.61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53,464,254.89 349,549,744.32 183,784,890.9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3,562,254.89 350,992,544.32 199,528,782.5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634,437.50 6,762,974.65 6,400,019.64

支付的各项税费 56,599.84 2,956,670.83 1,281,008.5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60,403,882.37 111,062,101.53 366,052,729.7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64,094,919.71 120,781,747.01 373,733,757.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0,532,664.82 230,210,797.31 -174,204,975.3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62,000,000.00 - 594,245,867.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7,730,743.10 101,693,618.31 396,095,209.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123,530.00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9,854,273.10 101,693,618.31 990,341,076.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9,512.00 - 37,447.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4,500,000.00 245,616,852.53 737,527,167.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188,292,121.42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20,000,000.00 162,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2,811,633.42 265,616,852.53 899,564,614.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57,360.32 -163,923,234.22 90,776,462.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396,987,675.00 610,000,000.00 585,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96,987,675.00 610,000,000.00 585,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775,000,000.00 720,000,000.00 192,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93,240,566.65 51,535,184.02 225,536,605.7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68,240,566.65 771,535,184.02 417,536,605.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8,747,108.35 -161,535,184.02 167,463,394.2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257,083.21 -95,247,620.93 84,034,880.8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12,514.31 96,060,135.24 12,025,254.3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069,597.52 812,514.31 96,060,135.2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意见

合肥德强会计师事务所对新力投资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的利润

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德强审字[2018]第151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为：新力投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新力投资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7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

重大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

提供相关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安徽新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

徐立新

2018�年10月15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

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

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李 峻 樊俊臣

法定代表人：蔡 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5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

证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董事会决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日前24个月内发生的

相关交易的协议、合同；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六）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新力金融股票的自查报告；

（七）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持有

或买卖新力金融股票的自查报告；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条

规定的说明；

（九）信息披露义务人2015-2017年度财务报告及2017年度审计报告；

（十）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备查地点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人：刘洋

电话：0551-63542160

传真：0551-63542160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安徽新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

徐立新

2018年10月15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巢湖市长江西路269号

股票简称 新力金融 股票代码 60031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安徽新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祁门路辉隆

大厦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96,800,170股

持股比例：20.00%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24,199,737��股

变动比例：5.00%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

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行

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

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安徽新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

徐立新

201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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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3776� � �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2018-052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工商信息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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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福弘

（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通知，获悉其对公司名称、住所进行了变更，并

已完成变更备案手续，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现将其变更前后的信息公告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名称 福弘（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福弘（常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

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2123号3层

3E1420室

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兰香路8号

除上述变更外，其他工商信息没有变化。

截至本公告日，福弘（常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9,721,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3%。本次变更不涉及股东持股数量的变动，上述变更事项对公司经营

活动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593� � �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18-054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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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转让事项概述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25日接到控股股东天

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集团” ）通知，大通集团与北京顶信瑞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信瑞通” ）于当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大通集团拟将所持有的公

司106,280,7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64%，以9.41元/股的价格，合计人民币

壹拾亿元（小写：人民币1,000,000,000.00元），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给顶信瑞通。

本次权益变动后，顶信瑞通将直接持有公司106,280,7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64%，

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实际控制人丁立国先生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9月26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0），于2018年9月28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二、控股股东股份过户情况

上述大通集团与顶信瑞通协议转让公司106,280,700股股份事宜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相关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于2018年10月15日办理完毕，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顶信瑞通成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丁立国先生。

三、本次转让前后双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大通集团 146,825,228 40.94% 40,544,528 11.30%

顶信瑞通 0 0% 106,280,700 29.64%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