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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的关注函

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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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10月10日收到贵所《关于对合力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349�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后,公

司高度重视，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公司针对相关内容及时展开核查并补充披露如下：

1、根据公告披露，文开福及其确定的公司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469,246,605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15%，转让给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其中文开福本人转让股份

154,189,8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3%；其他股东转让股份315,056,7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7%，其余转让股东目前尚未确定。 请补充披露文开福是否已经就转让股份事宜与相关股

东达成正式或非正式协议，相关协议安排是否能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若否，请充分提示

本次交易的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回复：

（1）文开福是否已经就转让股份事宜与相关股东达成正式或非正式协议？

截至本回函公告日，公司已经收到7位股东签署的《确认函》，确认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的合力泰股份在不超过93,849,320股（不超过合力泰股份总数的3%）范围内、陈运持有的

合力泰股份在不超过85,090,050股（不超过合力泰股份总数的2.72%）范围内、马娟娥持有的合

力泰股份在不超过61,314,889股（不超过合力泰股份总数的1.96%）范围内、泰和县行健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的合力泰股份在不超过59,437,903股（不超过合力泰股份总数的1.90%）范围内、泰

和县易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合力泰股份在不超过37,226,897股（不超过合力泰股份总数的

1.19%）范围内、李林波持有的合力泰股份在不超过22,836,668股（不超过合力泰股份总数的

0.73%）范围内、曾力持有的合力泰股份在不超过100,105,942股（不超过合力泰股份总数的3,

20%）范围内，将无条件服从和配合文开福为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而作出的安排，并接受文开福的指令，未经文开福同意，不会擅自转让或为该部分股份

设置质押、抵押等任何权利限制，或作出其他导致文开福不能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和《股份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行为。 其余拟转让股份的股东仍在进一步协商中。

（2）相关协议安排是否能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

截至本回函公告日，合计持有不超过合力泰股份459,861,669股（不超过合力泰股份总数

的14.70%）的7位股东已经签署《确认函》，确认将无条件服从和配合文开福为履行《股份转

让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而作出的安排，并接受文开福的指令，未经文开福同

意，不会擅自转让或为该部分股份设置质押、抵押等任何权利限制，或作出其他导致文开福不

能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行为。 文开福本人转让股份154,

189,8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3%） 和上述承诺股份合计持有不超过合力泰股份459,861,

669股（不超过合力泰股份总数的14.70%）已经超过本次转让15%的比例。

综上，相关协议安排能够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

（3）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综上所述，截至本回函公告日的相关协议安排能够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本次交易

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2、根据公告披露，转让方文开福承诺上市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以下简称

“业绩承诺期” ） 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35,640.59万元、149,204.65万元和161,141.02万

元。 在业绩承诺期内，若上市公司任一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不低于相应指标（指2018年度不低于105,754万元、2019年

度不低于116,329.4万元、2020年度不低于125,635.75万元，以下简称“扣非增长指标” ），并且

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当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超过承诺净利润数的，受让方同意将促

使上市公司权力机关审议通过以当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差额的30%或者以当年

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数与扣非增长指标差额的30%（两者差额绝对值比较后，以孰低者为准）用于奖励标的公司的

核心经营团队，具体奖励对象的范围和奖励金额由文开福确定后提交标的公司董事会审核通

过，上述奖励应不晚于业绩承诺期届满后6个月审议、计算并支付完成。 请补充说明上述业绩

对赌安排是否损害上市公司独立性及中小投资者利益，请律师对本次业绩对赌安排的合规性

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本次股份转让设置业绩对赌，主要是因为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福

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了解和掌握需要一定的过程，而

文开福作为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过去的实际经营情况有深刻了解，因此过渡期

间内上市公司仍由以文开福为核心的管理团队依法运营。

业绩对赌安排保证了上市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在利益上，尤其是长

期利益上的一致性，能充分、有效的调动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积极性，激励相关人员持续优质地

为上市公司服务。 核心管理人员稳定是上市公司保持产品质量稳定、持续开发新产品和增强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因此，设置业绩对赌是为了确保上市公司在过渡期内保持人员、队伍、业绩稳定，有利于

激励上市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努力发展上市公司业务、为上市公司创造价值，有利于保证上

市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的稳定性和积极性。 通过上市公司利益与管理层利益的结合，能够促使

管理层继续努力经营、拓展业务以实现上市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文开福对合力泰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系文开福自身作出的单方面承诺，未履行上市公

司相应程序，不构成业绩预测，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风险和负面影响。

根据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文开福就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签署的《股份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取消了对上市公司核心经营团队进行现金奖励的安排。

综上所述，上述业绩对赌安排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独立性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3、根据公告披露，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除协议规定的情形外，任何一方（以下称“违约

方” ）违反、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保证、承诺、责任、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及全部赔偿责任，其中违约金为20,000万元，如果实际损失超过20,000万

元的，违约方还应承担超出部分的实际损失赔偿责任。 因本次转让协议为文开福一人签署，请

补充披露若文开福未与其他股东就股份转让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是否会触发本次赔偿条款，并

补充说明上述赔偿条款的责任人。

回复：

《股份转让协议》第7.1条约定，“本协议签署后，除本协议第7.2条规定的情形外，任何一

方（以下称“违约方” ）违反、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保证、承诺、责任、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及全部赔偿责任，其中违约金为20,000万元，如果实际损

失超过20,000万元的，违约方还应承担超出部分的实际损失赔偿责任。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第10.1.2条约定，“文开福应当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取得全

体其他转让方以书面方式无条件、不可撤销地接受本协议全部约定并享有和承担本协议全部

权利和义务，必要时以签订补充协议或其他方式进行确认，否则受让方有权暂停或终止支付

本期及其后各期股份转让价款，并有权视情形解除本次交易。 ”

综上所述，若文开福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与其他股东就股份转让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给

对方造成损失的，会触发《股份转让协议》第7.1条赔偿条款，赔偿条款的责任人为文开福。 鉴

于截至本回函公告日，合计持有不超过合力泰股份459,861,669股（不超过合力泰股份总数的

14.70%）的7位股东已经签署《确认函》，确认将无条件服从和配合文开福为履行《股份转让

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而作出的安排，相关协议安排能够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

进行，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文开福目前不存在违约或潜在的违约风险。

4、根据公告披露，转让方文开福同意自股份过户之日起五年内，将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

全部剩余股份（因转增、送股等新增的股份自动纳入委托范围）对应的除分红、转让、赠与或

质押权利之外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等）独家、无偿且

不可撤销地委托受让方行使，受托方同意接受该委托。 转让方文开福和受让方将另行签订表

决权委托协议或一致行动协议对具体委托事项进行约定。 请补充说明五年后相关股份对应的

除分红、转让、赠与或质押权利之外的股东权利将如何安排，届时因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

二大股东之间股权差异较小，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上述安排是否不

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回复：

信息集团本次增持上市公司的股份系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信息集团希望通

过本次增持实现信息集团与合力泰协同发展，同时，信息集团成为合力泰的控股股东，有助于

提升上市公司的业务拓展能力和资金实力，增强上市公司竞争实力，回报上市公司广大股东。

由于上市公司规模较大，信息集团对上市公司的深入了解需要一定的时间，为维护上市

公司利益，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文开福与信息集团就保持上市公司管理层稳定和治理结构

的相对稳定达成共识。根据转让方文开福与受让方信息集团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股份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约定：“转让方文开福同意自股份过户日起五年内，将其所持有

的标的公司全部剩余股份（因转增、送股等新增的股份自动纳入委托范围）对应的除分红、转

让、赠与或质押权利之外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等）独

家、无偿且不可撤销地委托受让方行使。受托方同意接受该委托。转让方文开福和受让方将另

行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或一致行动协议对具体委托事项进行约定。 双方同意，在转让方文开

福和受让方另行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或一致行动协议前文开福解除其与其他第三方之间的

原一致行动协议。 ”除上述约定以外，双方未就表决权委托事项达成其他约定，亦未就表决权

委托的五年期限到期后相关安排达成任何协议或约定。

本次表决权委托的五年期限到期后，转让方文开福与受让方信息集团将本着维护上市公

司利益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原则对期后安排进行友好协商，如果双方无法就期后安排达成

新的协议或约定，双方将根据各自持股比例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综上所述，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文开福与信息集团未就本次表决权委托五年期限到期

后的安排达成任何协议或约定， 本次表决权委托到期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存在不确定

性；文开福与信息集团将依法履行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相关安排不

存在危害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的情形。

5、文开福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你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以及文开福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的你公司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或处置风险的情形，相关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回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文开福持有公司股份616,759,408股，占公司总股本3,128,310,676

股的19.72%。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60,997,344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90.96%；泰和

县行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59,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1%。 其所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51,849,667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86.85%；泰和县易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37,534,7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8,500,000股处于质

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75.93%；曾力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01,362,2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4%。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01,30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99.94%；陈运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84,944,8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2%。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75,57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

占其总持股的88.96%；尹宪章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7,067,3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 其所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23,969,983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88.56%；唐美姣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8,015,1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6%。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8,00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

持股的99.81%；马娟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61,358,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6%。 其所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22,29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36.33%；李三君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5,119,

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0%。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5,119,38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

的60.19%；曾小利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826,9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7,04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89.95%；余达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5,080,18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48%。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0股处于质押状态。 公司控股股东文开福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处于质押状态本公司股份894,636,374股，占其持股总数的85.63%，占公司总

股本3,128,310,676股的28.60%。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或处置风险的情形，根据相

关质押股东的情况，其可随时通过增加担保物或提前清偿债务等方式化解平仓风险。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17� � �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2018-076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补充

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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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合力泰”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文开

福先生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补充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

万股

）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的比例 用途

文开福 是

800 2018/10/12 2019/7/2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30% 0.26%

补充质押

文开福 是

300 2018/10/15 2019/3/2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49% 0.10%

补充质押

文开福 是

170 2018/10/15 2020/6/28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0.28% 0.05%

补充质押

文开福 是

130 2018/10/15 2019/4/6

国盛证券责任有限

公司

0.21% 0.04%

补充质押

文开福 是

300 2018/10/15 2019/5/2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0.49% 0.10%

补充质押

文开福 是

9,212.02 2018/10/15

通知解除质

押止

福建省电子信息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

14.94% 2.94%

质押融资

合计

10,912.02 17.71% 3.49%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

万股

）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的比例

文开福 是

9,212.02 2017/6/15 2018/10/1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4.94% 2.94%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文开福持有公司股份616,759,408股，占公司总股本3,128,310,

676股的19.72%。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60,997,344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90.96%。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文开福持有公司股份616,759,408股，占公司总股本3,128,310,

676股的19.72%。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60,997,344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90.96%；泰

和县行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59,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1%。其所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51,849,667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86.85%；泰和县易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37,534,7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8,500,000股处于质

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75.93%；曾力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01,362,2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4%。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01,30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99.94%；陈运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84,944,8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2%。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75,57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

占其总持股的88.96%；尹宪章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7,067,3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 其所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23,969,983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88.56%；唐美姣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8,015,1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6%。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8,00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

持股的99.81%；马娟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61,358,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6%。 其所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22,29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36.33%；李三君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5,119,

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0%。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5,119,38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

的60.19%；曾小利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826,9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7,04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89.95%；余达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5,080,18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48%。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0股处于质押状态。

3、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文开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处于质押状态本公司

股份894,636,374股，占其持股总数的85.63%，占公司总股本3,128,310,676股的28.60%。除以上情

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4、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根据情况，其可随时通过增加担保物或提前清偿债

务等方式化解平仓风险。 上述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

情形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上述质押和补充质押的原始单据。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采用指数

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7]13号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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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

发布中证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以及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

司” ）关于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等相关规定，本公司决定自2018年10月16日起，对旗下

基金所持有的康得新（股票代码：002450）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该证券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按市场价格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录我公司网站 （www.nuodefund.com） 或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9免长途话费）咨询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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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7日

诺德深证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诺德深证300� B份额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诺德深证300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诺德深证300B份额（场内简称：诺德300B，场内代码：150093）于2018年10月

15日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644元，相对于当日0.359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

79.39%。 截止 2018年10月16日，诺德深证300B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644�元，明显高于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诺德深证300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诺德深证300B份额内含杠杆机

制的设计，诺德深证300B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诺德深证300份额（场内简称：诺德

S300，场内代码：165707）净值和诺德深证300A份额（场内简称：诺德300A，场内代码：150092）

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诺德深证300B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

较高。 诺德深证30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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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诺德深证30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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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诺德深证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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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诺德深证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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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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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7日

诺德深证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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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深证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关于不

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约定，当诺德深证300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0.250元，诺德深证

300份额（基础份额，场内简称：诺德S300，交易代码：165707）、诺德深证300A份额（场内简称：

诺德300A，交易代码：150092）和诺德深证300B份额（场内简称：诺德300B，交易代码：15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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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诺德深证300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诺德

深证300B份额近期净值的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可能发生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诺德深证300A份额、诺德深证300B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

份额折算后，诺德深证300A份额、诺德深证30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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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诺德深证300B份额具有高风险、高预期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

至初始杠杆水平。

三、诺德深证300A份额具有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诺德深

证300�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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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诺

德深证300A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诺德深证300A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

的诺德深证300份额的情况，因此，诺德深证30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

加。

四、根据合同规定，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诺德深证300B

份额的净值可能与触发折算的阀值0.250元有一定差异。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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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极小数量诺德深证300份额、诺德深证300A份额、诺德深证30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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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诺德深证300A份额与诺德深证300B份额的上市

交易和诺德深证300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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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深证300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及《诺德深证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可致电本公

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000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了解或咨询详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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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

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敬请投

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7日

诺德周期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0月1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德周期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诺德周期策略混合

基金主代码

57000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

年

3

月

2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诺德周期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诺德周期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

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1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40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9,138,167.29

截止基准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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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13,816.73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60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8

年第

1

次分红

注：根据基金合同，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分配每年至多20次；每

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10%。 基金的收益分配比例以期末可供分

配利润为基准计算，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以期末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

现收益的孰低数为准。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8

年

10

月

19

日

除息日

2018

年

10

月

19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8

年

10

月

22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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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8

年

10

月

19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

确定再投资基金份额

，

自

2018

年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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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

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

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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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投资人不选择，

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

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

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3.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

有本基金，其在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3.4.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发生变化，但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

资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有风险。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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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能

保证基金的最低收益。

3.5.投资者可在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查询本次分红情况，也

可向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咨询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电话 ：

400-888-0009）。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87� � � �证券简称：城地股份 公告编号：2018-090

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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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太仓熠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签署了《苏州恒大童世界主题乐园（不含入口城堡、童话大街、人工

湖中心公园）北区灌注桩工程施工合同》（下称苏州恒大童世界主题乐园项目）、合计合同金

额人民币107,005,821.16元（大写：壹亿零柒佰万伍仟捌佰贰拾壹元壹角陆分）（含税）。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号一一建筑》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苏州恒大童世界主题乐园（不含入口城堡、童话大街、人工湖中心公园）北区灌注桩工

程。

2、合同金额：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07,005,821.16元 （大写： 壹亿零柒佰万伍仟捌佰贰拾壹元壹角陆

分），其中不含税金额97,278,019.24元,税费9,727,801.92元（税率10%）。

3、施工期限：

75日历天，实际开工日期以发包人通知为准。

4、结算方式：

按施工进度结算。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太仓熠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艾冬，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0万元，注册地

址：太仓市浏河镇紫薇路1号，经营范围：旅游景点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管理，餐饮管

理，园林绿化工程，物业管理。 由太仓恒大童世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100%控股。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合同金额超过公司上年度全年营业收入的10%，预计将对公司2018年度以及以后

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该事项属公司日常经营事项，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

性产生不利影响。

四、风险提示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

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苏州恒大童世界主题乐园（不含入口城堡、童话大街、人工湖中心公园）北区灌注桩

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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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

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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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2日收到公司股东陈克

川先生的通知，陈克川先生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补充质押的具体情况

1.2017年6月26日，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14,400,000股(转增后为20,160,000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期为2017年06月26日，回购交易日期为2020年03月26日。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0）。

2018年8月9日，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3,8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海通证

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质押期限自2018年8月9日至2020年3月26日。 该笔补充质押已办

理完毕相关手续。

2018年10月12日，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5,02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2412%）补充质押给海通证券，质押期限分别为自2018年10月12日至2020年3月26日。

该笔补充质押已办理完毕相关手续。

2.2017年10月27日，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1,010,000股（转增后为1,414,000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海通证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期为2017年

10月27日，回购交易日期为2020年03月27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

2018年8月9日，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19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海通证券

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质押期限自2018年8月9日至2020年3月27日。 该笔补充质押已办理

完毕相关手续。

2018年10月12日，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33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0816%）补充质押给海通证券，质押期限分别为自2018年10月12日至2020年3月27日。 该

笔补充质押已办理完毕相关手续。

3.2017年12月18日，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2,190,000股（转增后为3,066,000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在海通证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初始交易日期为2017年12月18

日，回购交易日期为2020年5月18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8）。

2018年9月11日， 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334,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海通证

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质押期限自2018年9月11日至2020年5月18日。该笔补充质押已办

理完毕相关手续。

2018年10月12日，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47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1162%）补充质押给海通证券，质押期限分别为自2018年10月12日至2020年5月18日。 该

笔补充质押已办理完毕相关手续。

4.2018年1月8日，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4,270,000股（转增后为5,978,000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在海通证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初始交易日期为2018年1月8日，回

购交易日期为2020年6月8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2）。

2018年9月11日， 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822,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海通证

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质押期限自2018年9月11日至2020年6月8日，该笔补充质押已办

理完毕相关手续。

2018年10月12日，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93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2299%）补充质押给海通证券，质押期限分别为自2018年10月12日至2020年6月8日。

该笔补充质押已办理完毕相关手续。

5.2018年1月16日，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2,175,000股（转增后为3,045,000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在海通证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初始交易日期为2018年01月16

日，回购交易日期为2020年06月16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

2018年9月11日， 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355,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补充质押给海

通证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质押期限自2018年9月11日至2020年6月16日。该笔补充质押

已办理完毕相关手续。

2018年10月12日，陈克川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47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1162%）补充质押给海通证券，质押期限分别为自2018年10月12日至2020年6月16日。 该

笔补充质押已办理完毕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04,459,020股，其中陈克川先生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

股份58,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54%。此次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共计7,22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851%。陈克川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46,384,000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78.8844%，占公司总股本的11.4682%。

二、 其他披露的事项

（一）股份质押的目的

陈克川先生本次质押是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二）资金偿还能力

陈克川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日常

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和风险控制能

力。

（三）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质押期限内，若出现平仓风险，陈克川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

施应对风险。 上述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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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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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2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

人郑安政先生的通知，郑安政先生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

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补充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7年4月25日，郑安政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27,660,000股（转增后为38,724,000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7年4月25日，购回交易日为2020年4月2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7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7）。

2018年2月12日，郑安政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5,000,000股（转增后为7,000,000股）质押给

中信证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质押期限自2018年2月12日至2020年4月25日。该笔补充质

押已办理完毕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2018年9月7日，郑安政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5,3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中信证

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质押期限自2018年9月7日至2020年4月25日。 该笔补充质押已办

理完毕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2018年10月12日，郑安政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10,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4724%） 质押给中信证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 质押期限自2018年10月12日至

2020年4月25日。 该笔补充质押已办理完毕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04,459,020股，其中郑安政先生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9,94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225,218股，共计151,165,2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37%。此

次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后，郑安政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61,024,000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0.3691%，占公司总股本的15.0878%。

二、其他披露的事项

（一）股份质押的目的

郑安政先生本次质押是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二）资金偿还能力

郑安政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日常

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和风险控制能

力。

（三）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质押期限内，若出现平仓风险，郑安政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

施应对风险。 上述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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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

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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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2日收到公司股东郑安坤

先生的通知， 郑安坤先生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补充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7年6月7日，郑安坤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19,030,000股（转增后为26,642,000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7年6月7日，购回交易日为2020年3月9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29）

2018年8月9日， 郑安坤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5,3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补充质押给海

通证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质押期限自2018年8月9日至2020年3月9日。该笔补充质押已

办理完毕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2018年10月12日，郑安坤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6,7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6565%）补充质押给海通证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质押期限自2018年10月12日

至2020年3月9日。 该笔补充质押已办理完毕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04,459,020股，其中郑安坤先生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44,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90%。此次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后，郑安

坤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38,642,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7.6236%，占公司总股本

的9.5540%。

二、其他披露的事项

（一）股份质押的目的

郑安坤先生本次质押是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二）资金偿还能力

郑安坤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日常

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和风险控制能

力。

（三）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质押期限内，若出现平仓风险，郑安坤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

施应对风险。 上述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东方红恒元五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部分机构为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行” ）和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特瑞基

金”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光大银行、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和肯特瑞基金自2018年10月23日起

（含）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东方红恒元五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简称：东方红恒元五年定开混合；基金代码：501066），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办理

自2018年10月23日起（含），投资者可通过光大银行、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和肯特瑞基金办

理东方红恒元五年定开混合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业务。 以上业务办理具体流程以光大银

行、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和肯特瑞基金的规定为准。

二、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95

公司网站：www.cebbank.com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6

公司网站：www.boc.cn

（3）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94

公司网站：www.bosc.cn

（4）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988511

公司网站：kenterui.jd.com

（5）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808

公司网址：www.dfham.com

三、 重要提示

1、光大银行、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和肯特瑞基金的具体营业网点、业务办理方式及程序等，

请投资者遵循光大银行、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和肯特瑞基金的规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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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于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3、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