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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０６

国寿安保尊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
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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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国
寿安保尊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国寿安保尊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出现了基金合同
终止事由，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应当在上述事由出现后依法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且
本次事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国寿安保尊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国寿安保尊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代码：Ａ 类：００１８４７；Ｃ 类：００１８４８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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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寿安保尊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
国寿安保尊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二、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根据《
基金合同》“
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
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
资产规模”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基金管理人履行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程序
“
《
后，本基金合同终止，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清算，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１、基金合同生效后，任一封闭运作期内，连续 ６０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
２、基金合同生效后，任一开放期最后一日日终，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２００ 人；
３、基金合同生效后，任一开放期最后一日日终，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
本基金第三个开放期最后一日）日终，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低
于 ５０００ 万元，已触发《
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合同终止条款。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
益，根据《
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本基金将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
三、基金财产的清算
（
一）基金财产清算安排
１、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开放办
理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并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及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
费。
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
２、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
组，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３、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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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４、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
分配。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５、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
１）《
（
２）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
３）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
４）制作清算报告；
（
５）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
意见书；
（
６）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
７）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６、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 ６ 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时
变现的，清算期限相应顺延。
（
二）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
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三）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 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
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
四）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
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
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
五）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１５ 年以上。
四、特别提示
１、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合同触发终止条款情形后本基金将不再开放申购、赎回和
转换等业务。
２、敬请投资者关注基金清算的相关后续公告。
基金合同》及本基金招募说明
３、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
书，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基金管理人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４００９－２５８－２５８（
免长途话费）
４、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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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
一）担保概述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
公司（
以下简称“
钛业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炳草岗支行（
以下简称“
农
行炳支”）的 ４，９７０ 万元授信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到期。 为确保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开展，
钛业公司向农行炳支继续申请 ４，９７０ 万元授信，根据农行炳支授信条件，钛业公司申请授信
需由公司提供担保。
（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批准
年度资金预算内资金业务及对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并授权财务负责人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的银行授信提供单笔不超过 ４ 亿元、总额不超过 ８．８
亿元（
含 ８．８ 亿元）的担保，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
关于 ２０１８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３）。
本次担保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
三）担保合同签署情况
保证合同》，为钛业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公司与农行炳支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签署了《
向农行炳支申请人民币 ４，９７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４００７６５０６９０３４Ｐ
单位名称：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四川攀枝花钒钛产业园区
主要办公地址：四川攀枝花钒钛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长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６ 亿元
成立日期：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化工产品（
含危险品）（
按许可证许可范围及期限从事经营）；加工、
销售钛原料；生产、销售钛白粉；钛产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
被担保人与本公司关系：钛业公司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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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参与认购南华中证
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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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控股股东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协鑫集团”）拟参与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杭州湾
“
区 ＥＴＦ”）网下股票认购，现将情况公告如下：
一、参与主体的基本情况
（
一）股东名称：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
二）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持股股份的具体来源：
截止本公告日，协鑫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１，１３０，２５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３３％，均
为公司增发及转增股票。
二、本次拟参与基金网下股票认购的主要内容
（
一）本次拟换购的股份的具体情况
协鑫集团拟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后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以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
股直接换购杭州湾区 ＥＴＦ 份额，拟认购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股股票价值对应的基金份额。 若全部
换购完成后协鑫集团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换购后

换购前
持股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股数

持股比例

１，１３０，２５０，０００

２２．３３％

１，１２０，２５０，０００

２２．１３％

实际参与认购的股份数量和认购的基金份额数量以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及登记机构的
确认为准，公司将另行公告。 基金募集期结束后，杭州湾区 ＥＴＦ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届时协鑫集团可以直接参与该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同时，协鑫集团承诺在 ３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含本次协
鑫集团换购杭州湾区 ＥＴＦ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
（
二）本次换购的目的
１、优化组合配置，支持杭州湾区建设
杭州湾区 ＥＴＦ 是跟踪中证杭州湾区指数（
９３１０３３．ＣＳＩ）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中证杭
州湾区指数从环杭州湾区域选取 １００ 只流动性好且兼具成长性的股票作为指数样本股，采
用自由流通市值加权， 以反映环杭州湾区域上市公司的整体表现。 公司入选成为杭州湾区
ＥＴＦ 的成分股之一，本次股份换购是积极支持杭州湾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有利于协鑫
集团丰富投资组合，降低非系统性风险影响，分享杭州湾区经济发展成果。
２、加强企业协同，完善公司股权结构
通过本次股份换购，有利于加强杭州湾区域企业间的战略协同，形成业务联动效应，还
可以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改进和完善公司治理。
本次股份换购将会导致协鑫集团的持股数量轻微减少，符合《
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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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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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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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协
鑫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协鑫集团”）关于拟参与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以下简称“
杭州湾区 ＥＴＦ”）网下股票认购的告知函，协鑫集团拟将持有的不超过
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 万股公司股票换购对应价值的基金份额。 协鑫集团目前持有公司股票 １，１３０，２５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３３％。 协鑫集团承诺在 ３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
司股份（
含本次协鑫集团换购杭州湾区 ＥＴＦ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
一、股东基本情况
（
一）股东名称：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
二）持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协鑫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１，１３０，２５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３３％，其
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量为 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４７％。
二、本次拟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
一）拟减持计划
１、减持原因：本次股份换购是积极支持杭州湾区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投资组合，
降低非系统性风险影响，同时能够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改进和完善公司治理。 协鑫集团拟将
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以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股直接换购杭州湾区 ＥＴＦ 份额， 拟认购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股股票价值对应的基金份额。
２、减持股份来源：均为公司转增股份。
３、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协鑫集团拟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后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以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０％，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０．８８％）直接换购杭州湾区 ＥＴＦ 份额，拟
认购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股股票价值对应的基金份额。
４、减持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后的 ６ 个月内。
５、减持方式：换购杭州湾区 ＥＴＦ 份额。
６、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或协商确定。
（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违反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的情形
截止本公告日，协鑫集团不存在与拟减持股份相关的仍在履行中的承诺和保证，减持前
述股份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１、本次拟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将根据杭州湾区 ＥＴＦ 发行情况而定。 公司将严格
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本次拟减持计划符合《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市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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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本次拟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参与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
网下股票认购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年 ９ 月末

２０１７年末

资产总额

３０２，４４８．９４

负债总额

１４１，３８９．２７

９５，７９１．３２

所有者权益

１６１，０５９．６７

１６４，５３７．３２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累计数）

３００，３４７．２３

１７０，３２４．８５

－４，５１２．２８

３，３９９．３９

－５１，３４１．０４

－１５，８３１．５８

净利润（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累计数）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０，３２８．６４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本金数额（
币种及大写金额）为人民币肆仟
玖佰柒拾万元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
民事诉讼法》 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及迟延履行金，以
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及诉讼（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目前
财务状况稳定，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上述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鉴于钛业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为钛业公司累计提供担保 ４．３０ 亿元，
占 ２０１７ 年末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１０％。
除上述担保事项，公司不存在其他担保事项。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保证合同。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521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2018-104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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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沙坦钾主要用于治疗高血压，它可以单独使用或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组合使用。目前
公司氯沙坦钾原料药主要销往北美、欧洲、印度、俄罗斯、中国和南美等市场，公司氯沙坦钾

风险提示：

制剂产品主要销往美国和中国。2017年度， 公司氯沙坦钾原料药销售收入为人民币13,868万

近期，公司从网络上获知诺华公司（
Novartis）旗下山德士公司（
Sandoz）发布一则产品召回

元，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2.77%；2018年1至9月份，公司氯沙坦钾原料药销售收入为人民币13,

公告，公告中宣布在美国召回一个批次的氯沙坦氢氯噻嗪片，原因是原料药中含有NDEA杂

744万元，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3.58%。2017年度，公司氯沙坦钾制剂产品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以下简称"华海药业"）生产。因其公告内容含糊，并
质，并指明是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6,177万元，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7.23%；2018年1至9月份，公司氯沙坦钾制剂产品销售收入

未清晰完整的表述相关事实，严重误导了投资者。现公司就上述情况具体说明如下：

为人民币29,952万元，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7.79%。

一、公司氯沙坦钾含有NDEA杂质情况的相关说明
公司基于风险考虑，前期已对氯沙坦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排查，采用经过验证的分析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方法检测了公司2016年至2018年生产的500多批次样品，结果均符合根据欧盟提供的缬沙坦

公司亦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 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相关

按照欧洲上市的最大剂量150mg计算）。同时，日本
NDEA限度要求推算的限度标准0.18ppm（

进展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

按照日本上市的最大剂量100mg计
公布的氯沙坦钾NDEA可接受限度的标准为0.265ppm （

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算）。山德士本次召回批次涉及的氯沙坦钾NDEA含量经公司检测仅约为0.039ppm，亦远低于

特此公告。

上述限度标准。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NDEA杂质是自然存在于某些食品、饮用水、空气污染和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按照国
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的规定，已被归类为可能的2A致癌物。

董

二、公司氯沙坦钾基本情况
证券代码：６０３３１６

证券简称：诚邦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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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减持后，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杭州红
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再是公司持股 ５％以上股东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近日收到持有公司 ５％以上股份股东深
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通知， 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方式
减持了 ５２，１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２５６％。 本次减持前，深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公司股份 １０，２１６，０１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２５６％；减持后，深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
司股份 １０，１６３，９１４，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９９％，不再是公司持股 ５％以上的股东。 减持情况具
体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１）信息披露人一
名称：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０９ 号投资大厦 １１ 层 Ｂ 区
法定代表人：倪泽望
注册资本：４２０，２２４．９５２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７１５２２６１１８Ｅ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
管理顾问机构；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经营期限：１９９９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４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
２）信息披露人二
名称：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嘉兴市亚太路 ７０５ 号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总部创新大厦 １９ 楼 １９０５ 室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６０

法定代表人：刘波
注册资本：２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３０４０２５５４０３８７６４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受委托代理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
（
３）信息披露人三
名称：杭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 ３７ 号财富金融中心 ２ 幢 ２０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刘波
注册资本：６，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３０１００６８９０７７０４Ｘ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受委托代理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２００９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
（
二）减持时间及方式、减持数量及减持前后持有的股数及比例
深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
持了 ５２，１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２５６％。
本次减持前， 深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２１６，０１４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２５６％； 减持后， 深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１６３，９１４，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９９％，不再是公司持股 ５％以上的股东。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特此公告。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２０１８－１１４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本协议已对生效条件、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协议各方也均具备履约能
力，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外汇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将
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
公司有主动权可延期 ５ 年，若双方达成一致后可再延期
２、本协议将在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２１ 年（
５ 年）为公司生产经营提供所需的原材料，保障公司原材料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及时性，有利于
公司长远发展。
一、
协议签署概况
以下简称“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赣锋国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际与 Ａｌｔｕｒａ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ｔｙ Ｌｔｄ（
以下简称“
包销协议》，约定自合同生
Ａｌｔｕｒａ”）签订《
公司有主动权可延期 ５ 年， 若双方达成一致后可再延期 ５
效日期起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年），对 Ａｌｔｕｒａ 生产的部分锂精矿进行包销。
二、
交易对手介绍
Ａｌｔｕｒａ 是澳大利亚上市公司 Ａｌｔｕｒ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为 Ｌｅｖｅｌ ２，
２３ Ｂａｒｒａｃｋ Ｓｔｒｅｅｔ， Ｐｅｒ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６００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ｌｔｕｒａ 在澳大利亚西部皮尔巴
拉 Ｐｉｌｇａｎｇｏｏｒａ 地区拥有并运营着世界级的硬岩石锂矿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Ａｌｔｕｒａ
股本金额 １．９３ 亿澳元。
Ａｌｔｕｒａ 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Ａｌｔｕｒａ 与公司未发生购销业务。
Ａｌｔｕｒａ 拥有的锂辉石矿已经投产，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
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协议标的：６％的锂精矿
从合同生效日期开始算起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最少
２、协议标的数量： 第一合同年（
包销 ８０００ 吨 ６％的锂精矿；在第二合同年以及后续的合同年内，每年最少包销 ７００００ 吨 ６％

的锂精矿。 公司可选择在 Ａｌｔｕｒａ 一期产能的范围内增加采购量，在 Ａｌｔｕｒａ 二期产能的 ５０％范
围内增加采购量
离岸价）（
以 ６％氧化锂含量为
３、协议标的金额：包销协议的最低价格为每吨 ５５０ 美元（
基础），最高价格为每吨 ９５０ 美元（
离岸价）（
以 ６％氧化锂含量为基础）；后续季度的价格按照
碳酸锂与氢氧化锂货到中国的进口价格涨跌进行波动调整
公司有主动权可延期 ５ 年，
４、协议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日期起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若双方达成一致后可再延期 ５ 年）
５、协议生效时间：自双方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６、其他：公司预付 ２０１９ 年货款 １１００ 万美元
四、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 Ａｌｔｕｒａ 采购锂精矿，将直接为公司生产经营提供所需的原材料，保障公司原材料
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及时性。
本协议的签订可使公司与 Ａｌｔｕｒａ 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有 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
利能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已对生效条件、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协议各方也均具备履约能力，
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外汇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将可能
会导致协议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协议的进展情况， 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协议的履
行情况。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６９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提示公告

根据 《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事项进展的通知》，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工投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各项工作仍在推进中。

一、大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情况

三、风险提示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本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顺利推进仍有赖于各方在相关重大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 存在

南天信息”或“
公司”）第二大股东暨受托管理控股股东南天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云南电
“

不确定性；且本次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关事项尚需通过政府及国资监管部门的审批，能否获得

子设备厂）所持公司股份的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工投集团”）

批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层面引入战略投资者，开展工投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工作，南天信息可能因工投集团混

鉴于工投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工作实施了较长时间，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混合

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而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８

所有制改革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

年 ３ 月 ９ 日、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

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０ 日、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刊登在 《
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重大事项进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展暨股票复牌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１２）、《
关于大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情况暨风险提
示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２３、２０１８－０２８、２０１８－０３８、２０１８－０４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２０１８－０５７、２０１８－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８）。
二、大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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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天风－二三四五租赁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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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促进公司融资租赁业务进一步发展，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产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
案》，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二三四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作为特定原始权益人开展资产
证券化工作。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３５）。
近日，公司收到“
天风－二三四五租赁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管理人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风证券”）转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天风－二三四五租赁一期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
上证函〔
２０１８〕１１８８ 号），现将函告内容公
告如下：

一、 天风－二三四五租赁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总额不超过 ３．３３ 亿
元。 本函自出具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天风证券应在本函有效期内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文件完成发行。
二、自本函出具之日起至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前，如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资产支持证券
挂牌条件、投资价值、投资决策判断等重大事项或拟变更计划说明书相关内容，天风证券应
当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三、 天风证券应当在完成发行后 ５ 个工作日内按规定格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发行
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挂牌转让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根据《
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关于不定
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之招
场内简称：转债进取，交易代码：１５０１８９）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 ０．４５０ 元
商转债 Ｂ 份额（
后，本基金招商转债份额（
场内简称：转债分级，基金代码：１６１７１９）、招商转债 Ａ 份额（
场内简
称：转债优先，交易代码：１５０１８８）及招商转债 Ｂ 份额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可转债市场波动较大，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招商转债 Ｂ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
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阀值， 在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招商转债 Ｂ 份额
近期份额净值的波动情况。
针对不定期折算可能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招商转债 Ａ 份额、招商转债 Ｂ 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
算后，招商转债 Ａ 份额、招商转债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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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招商转债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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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数将大
幅降低，将恢复到初始的 ３．３３ 倍杠杆水平，相应地，招商转债 Ｂ 份额的参考净值随市场涨跌
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招商转债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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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折算基准日招商转债 Ｂ 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
０．４５０ 元有一定差异。
四、招商转债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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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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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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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转债 Ａ 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招商转债 Ａ 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招
商可转债份额的情况，因此招商转债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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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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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极小数量招商转债 Ａ 份额、招商转债 Ｂ 份额和场内招商可转债份
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１ 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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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转债 Ａ 份额与招商转债 Ｂ 份额的上市交
易和招商可转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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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基金合同及《
招商可转债分级
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４００－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免长途话费）。
８８７－９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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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１８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深交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
来的《
关于对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８］第 ２１８ 号），要求公司
于 １０ 月 ２９ 日前回复并披露。 收到上述《
关注函》后，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高度重视，立即对
《
关注函》所涉问题进行逐项落实。
因公司全体董事和持续督导机构需要对相关事项进行梳理、核查，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原计划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并披露。 具体内容
参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披露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的 《
关于延期回复深交所关注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１３ 号）、《
关于再次延

期回复深交所关注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１６ 号）、《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深交所关注函的
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１７ 号）。
因中介机构尚需对《
关注函》所涉问题作进一步核查，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预计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并披露。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所有信息均以本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