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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韶关市银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起诉

北京北化维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

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7年底，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韶能集团韶关市银岭

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银岭公司” ）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下称“法院” ）递交了《民

事起诉状》，起诉北京北化维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法院对银岭公司的起诉立案受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6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韶关市银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起

诉北京北化维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

2018年12月7日，银岭公司收到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18）粤0203民初51号，现将案件

基本情况及判决结果公告如下：

二、本案件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韶能集团韶关市银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波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沿江路16号

被告一：北京北化维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云亭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81号北方地产大厦五层

被告二：郴州市邦晨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唤明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五岭大道招商广场大楼638室

被告三：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世安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81号院3号楼北方地产大厦11层

第三人：四川迪美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国成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观音工业园区

第三人：四川贝尔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国成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9栋13层2号

第三人：厉兵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大华区6号1栋3单元6号

（二）案件事实和理由：

2016年5月27日和2016年12月30日，原告与被告一经平等协商，分别签订了两份草甘膦原

药采购合同。 合同签订后，原告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保质保量供货，从2016年6月7日起至2017年2

月13日止累计供货31批次6,220吨草甘膦原药，但被告一违约，未向原告支付2016年12月9日后

的9批次货款。 随后双方就货款催收事宜进行多次交涉并于2017年7月协商决定冲抵了部分货

款，但被告一仍欠货款27,842,650元且至今未予偿付。 2017年9月25日原告向被告一发律师函催

款，至今未收到回函及欠款。

2016年5月27日原告与被告二签订采购合同， 约定被告二对被告一上述款项回收负有责

任。 另外在业务开展前被告一提供的资信证明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但业务开展后的2017年3

月27日，被告一的控股股东即被告三实施了减资行为，影响了被告一的履约能力。

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要求追加第三人四川迪美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贝尔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厉兵对被告一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上述被告及第三人实施的行为侵害了银岭公司的合法权益，银岭公司提起诉讼。

（三）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27,842,650元以及违约金8,136,577.95元。

2、请求判令被告二和被告三对被告一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请求判令三名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4、请求追加三名第三人对被告一所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本案判决情况

经审理查明案件事实等情况，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一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27,842,650元，并自

2017年4月14日起以27,842,6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债务清偿

之日止；

（二）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三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第三人四川贝尔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在14,800,000元范围内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件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银岭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案件对银岭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若银岭公司成功追回本次依法索赔的货款及违约金， 将对银岭公司当期利润及现金流带

来积极影响。

目前本案件处于一审判决的履行阶段， 银岭公司对货款及违约金收回的时间具有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203民初51号。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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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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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一）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25日收到甘肃省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8）甘01民初476号” 应诉通知书，法院已受理和合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合资管” ）因借款合同纠纷对本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29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诉

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

（二）2018年6月14日，公司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延期开庭的传票，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6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

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

（三）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收到由和合资管寄出的《调解协议书》。 公司与和合资管就和

合资管诉公司的（2018）甘01民初476号借款合同纠纷案达成和解，公司拟将以分期归还本息

的方式归还和合资管的欠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11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2）。

（四）2018年10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增加全资子公司德奥直升机有限公司为母公司的借款提供

担保的增信措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10月2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6)。

（五）2018年11月12日，公司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因资金紧

张局面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前述《调解协议书》约定的还款义务公司未能完全执行，和合资管

决定向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重启本次合同纠纷案件的开庭审判程序并增加德奥直

升机有限公司为被告人，开庭时间为2018年12月7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于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0）。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2018年12月7日，公司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延期开庭的传票，公司与和

合资管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将延期至2019年2月3日开庭。 本次诉讼当事人、诉讼请求及事实和

理由等情况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前述公告。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目前，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期后经营业绩的

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五、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因公司出现债务逾期事项而导致的诉讼，如后期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被采

取进一步司法强制措施；如法院判决公司败诉并要立即执行原告诉求的话，则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同时，会打击其他债权人对公司的信心，其他债权人亦可能向法院发起

同样的诉讼请求及财产保全措施。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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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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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重

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1月11日起停牌，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发布《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8-004）、1月18日发布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8-005）。 因公司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本次筹划的事项对公

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6）。

2018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鲁银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6月9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2018年6月22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71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51）。

2018年7月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53），并披露了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修订稿）》。 鉴于此，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7月9日起复牌，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7日发布的《鲁银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54）。

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

2018年11月，交易对方已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发布标的资产挂牌转让的公告。 截至本公

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加审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进一步工作仍在持续推

进中。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尽快组织审计机构完成

审计加审工作，并将再次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并披露重组报告书等

文件。

二、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情况及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将在相关重大资产重组文件中详细

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

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持续关注公司后续公告，谨慎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603566� � � � � �证券简称：普莱柯 公告编号：临2018-049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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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农业农村部审查，批准普莱柯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洛阳惠中兽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惠

中” )、河南新正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共同申报的“加米霉素原料” 和“加米霉素注射液” 为新

兽药，并于2018年12月6日公示了核发《新兽药注册证书》(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5号)事项。 详情

如下：

一、新兽药的基本信息

新兽药名称：加米霉素原料

注册分类：二类

新兽药名称：加米霉素注射液

注册分类：二类

主要成分：加米霉素

作用与用途：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用于治疗对加米霉素敏感的溶血性曼氏杆菌、多杀性巴

氏杆菌引起的牛呼吸道疾病。

用法用量：以加米霉素计，皮下注射：一次量，每1kg体重，牛6mg（相当于每25kg体重注射

1ml）。 每个注射部位的给药体积不超过10ml。

二、该新兽药研究开发情况

加米霉素原料和加米霉素注射液，系洛阳惠中承担的“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新型动

物药剂创制与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的子课题-“新型抗菌原料药加米霉素及其制剂的研究和

应用” 的成果，目前该项目已申请相关国家发明专利5项。

该产品于2016年1月28日向河南省畜牧局提交临床试验申请，经后续临床试验、新兽药注

册等阶段，农业农村部于2018年12月6日公告核发新兽药注册证书，该项目累计投入研发费用

503.15万元。

三、该新兽药相关市场背景情况

加米霉素为动物专用新型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主要用于治疗牛的呼吸系统疾病，目前该疫

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容易造成多病原感染，对牛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 目前临床常用

药物为替米考星、泰乐菌素等，长时间应用导致了耐药菌增加，治疗效果降低，治疗周期长，实

际临床应用时缺乏特效药物。

本产品是在充分考虑动物呼吸系统疾病多发集中、危害大的情况下开发的新兽药，具备以

下优点：一是该产品抗菌谱广，抗菌活性强；二是该产品单次给药，动物机体吸收迅速，靶器官

药物浓度高，持续有效时间长；三是该产品具有使用方便、安全、不良反应少、残留低等特点。

目前，国内市场具有生产资格加米霉素原料药企业2家和注射液企业2家，公司从公开渠道

未能查询到市场上流通的同类产品的销售情况及具体市场份额。

四、该新兽药上市前仍需履行的程序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该产品在上市之前，

还应取得农业部核发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上述批准文号报批工作预计用时2~3个月。

五、该新兽药开发成功对公司的意义

该新兽药证书的取得是公司持续重视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的结果，进一步体现了公司

的创新实力，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结构。 该产品的成功研制，将帮助牧场解决呼吸系统疾病防治

难、用药次数多、应激大等难题，可降低畜牧业养殖成本、增加病畜动物福利，同时为公司牛用

化学药品业务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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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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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

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邱向敏先生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邱向敏先生已经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书的

情形。 邱向敏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邱向敏先生简

历后附）

胡利平先生因工作原因不再兼任董事会秘书职务，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职务。 公

司董事会认为胡利平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 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邱向敏先生将继续秉承忠实、勤勉的职业精神，履行董事会秘书工作职责。

邱向敏先生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471）3350092

传真：（0471）3601621

电子邮箱：qxm@yili.com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金山开发区金山大街1号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附件：

邱向敏先生简历

邱向敏，男，1975年7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 历任公司原奶事业部财务副总监、液态奶

事业部财务副总监。 现任公司总裁办公室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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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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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18年12

月7日（星期五）以书面（传真等）方式召开。 会议对2018年12月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的《内蒙

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中的审议事项以书面（传真等）

方式进行了表决。 应参加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十一名，实际参加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十

一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邱向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邱向敏先生简历后附）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同日公布的《内蒙古伊

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附件：

邱向敏先生简历

邱向敏，男，1975年7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历任公司原奶事业部财务副总监、液态奶事

业部财务副总监。 现任公司总裁办公室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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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及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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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本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王传福先生和公

司董事夏佐全先生的告知函。 王传福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看好国内资本市

场长期投资的价值，决定增持本公司股票并长期持有本公司股票。 夏佐全先生由于投资项目

资金需求及融资环境原因拟减持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王传福先生持有公司516,351,520股A股(包括其通过易方达

资产比亚迪增持1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3,727,700股A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93%，其中，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131,883,655股， 限售股为384,467,865股。 公司董事夏佐全先生持有公司106,

077,406股A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89%，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4,327,406股，限售股为81,

750,000股。

二、控股股东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原因：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包含传统燃油汽车及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汽车业务、手机部件及组装业

务、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同时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积极拓展城市轨道交通业务领域。 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的

持续看好，王传福先生决定增持本公司股票。

2、增持数量及比例：拟增持1,000,000股A股，占其所持公司A股总股数的比例0.19%，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0.04%。

3、增持资金来源：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王传福先生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4、增持方式：以集中竞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5、增持期间：

（1）自本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

（2）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增持。

6、其他说明：

（1）王传福先生承诺在实施增持股份计划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并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计划实施

完毕后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部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董事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

公司董事夏佐全先生创立的深圳市正轩投资有限公司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由于诸多股权

投资属于中小创新型企业，对资金存在持续需求，在目前融资环境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中小企业

融资能力有限，存在较大资金缺口，夏佐全先生计划通过减持少量公司股份以解决所投中小企

业的资金需求。 夏佐全先生声明对公司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本次计划减持股份占其持有公

司总股份的比例很低，夏佐全先生仍将长期坚定的持有公司股份。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不超过4,700,000股A股，占其所持公司A股总股数的比例不超

过4.4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17%（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股份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5、减持期间：

（1）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

（2）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6、减持价格：视减持时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

7、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夏佐全先生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作为董事的承诺

夏佐全先生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佐全先生均履行了所作承诺，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其股份

锁定承诺的情况。

四、 相关风险提示

1、夏佐全先生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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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

的情形。

3、夏佐全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关于拟增持公司股份告知函》、《关于拟减持公司股份告知函》。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7日

关于汇添富养老目标日期2030三年

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养老目标日期203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简称：汇添富养

老2030三年持有混合（FOF）；基金代码：006763；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发行期为2018年12

月10日至2018年12月25日。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57家销售机构签署的协议，自2018年12月10日起，汇添富养老目标

日期203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增加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57家销售

机构为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

一、新增代销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1

建设银行

www.ccb.com 95533

2

平安银行

bank.pingan.com 95511

3

安信证券

www.essence.com.cn 95517

4

财达证券

www.s10000.com 400-612-8888

5

财富证券

www.cfzq.com 95317

6

财通证券

www.ctsec.com 95336

7

长城国瑞证券

www.xmzq.cn 400-0099-886

8

长江证券

www.95579.com 95579

9

大同证券

www.dtsbc.com.cn 400-712-1212

10

第一创业证券

www.firstcapital.com.cn 95358

11

东北证券

www.nesc.cn 95360

12

东方证券

www.dfzq.com.cn 95503

13

东海证券

www.longone.com.cn 95531

14

东吴证券

www.dwzq.com.cn 95330

15

东兴证券

www.dxzq.net 95309

16

方正证券

www.foundersc.com 95571

17

广发证券

www.gf.com.cn 95575

18

广州证券

www.gzs.com.cn 95396

19

国都证券

www.guodu.com 400-818-8118

20

国金证券

www.gjzq.com.cn 95310

21

国联证券

www.glsc.com.cn 95570

22

国融证券

www.rxzq.com.cn 95385

23

国泰君安

www.gtja.com 95521

24

海通证券

www.htsec.com 95553

25

华安证券

www.hazq.com 95318

26

华宝证券

www.cnhbstock.com 400-820-9898

27

华福证券

www.hfzq.com.cn 96326

28

华龙证券

www.hlzqgs.com 400-689-8888

29

华融证券

www.hrsec.com.cn 95390

30

华泰证券

www.htsc.com.cn 95597

31

华鑫证券

www.cfsc.com.cn 400-109-9918

32

江海证券

www.jhzq.com.cn 400-666-2288

33

联讯证券

www.lxzq.com.cn 95564

34

民族证券

www.e5618.com 400-889-5618

35

平安证券

www.pingan.com 95511-8

36

上海证券

www.962518.com 400-891-8918

37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

www.hysec.com 400-800-0562

38

申万宏源证券

www.swhysc.com 95523

39

万联证券

www.wlzq.com.cn 400-888-8133

40

新时代证券

www.xsdzq.cn 95399

41

信达证券

www.cindasc.com 95321

42

兴业证券

www.xyzq.com.cn 95562

43

银河证券

www.chinastock.com.cn 95511

44

招商证券

www.newone.com.cn 95565

45

浙商证券

www.stocke.com.cn 967777

46

中航证券

www.avicsec.com 400-889-5335

47

中金公司

www.cicc.com.cn

（

010

）

65051166

48

中泰证券

www.zts.com.cn 95538

49

中信建投

www.csc108.com 95587

50

中信证券

www.cs.ecitic.com 95548

51

中信证券

（

山东

）

www.zxwt.com.cn 95548

52

中银国际

www.bocichina.com 400-620-8888

53

中原证券

www.ccnew.com 95377

54

中信期货

www.citicsf.com 400-990-8826

55

创金启富

www.5irich.com 400-6262-818

56

乾道基金

www.qiandaojr.com 400-088-8080

57

和耕传承

www.hgccpb.com 4000-555-671

二、其他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费率活动内容、

业务规则及办理程序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

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9918）咨询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8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

决议生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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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现将汇添富鑫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2018年12月7日在上海召开。

出席本次大会的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份

额共计200,026,099.94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200,102,295.79份的99.96%，达到全部有效

凭证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含50%），满足法定开会条件，

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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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修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

下简称“本次大会议案” ），并由出席大会且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

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了监督，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员对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就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过程及结果发表了见证意见。

表决结果为：200,026,099.94份基金份额同意，0份基金份额反对，0份基金份额弃权。 同意

本次大会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100%， 达到参加本

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以上，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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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关于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修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获得通过。

二、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

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8年12月

7日表决通过了《关于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修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

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本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为2018年12月8日。

三、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基金事项的实施情况

1、关于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

根据《关于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修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经与基金

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已将《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汇添富鑫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修订为

《汇添富鑫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汇添富鑫利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汇添富鑫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上述文件已报中国证监会进行变更注册，并获中国证监会2018年1月19日证监许可

[2018]171号文准予变更注册。

2、转型方案的实施安排

基金转型前是一只面向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销售的基金，转型后，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

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可达到或者超过50%，本基金

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同时豁免本基金单一投

资者持有本基金份额不能达到或者超过50%的比例限制。

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本基金的选择期为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1月15日，2019

年1月16日起进入封闭期。 选择期期间，原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将持有的部分基金份额或全

部基金份额赎回。 对于在选择期内未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将于2019年1月16日起自动变更为

转型后的基金份额。

转型后的基金名称和基金代码详见下表：

基金全称 汇添富鑫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鑫利定开债

份额类别 汇添富鑫利定开债

A

汇添富鑫利定开债

C

基金代码

003532 003533

在选择期期间，由于本基金需应对赎回等情况，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在选择期豁免《基

金合同》中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及开放期等条款。在选择期期间，投资人申购、赎回本基

金的，申购、赎回费率及相关业务规则按照转型前的《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销售情况适当延长选择期，并及时公告。本基金

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修订和更新后的《汇添富鑫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汇添

富鑫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汇添富鑫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将于2019年1月16日起正式生效。

四、备查文件

1、《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8日

关于汇添富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2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

7

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47100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和

《

汇添富理财

7

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规定

。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

年

12

月

10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

年

12

月

10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的原因说

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根据

《

汇添富理财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

7

天债券

A

汇添富理财

7

天债券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471007 472007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汇添富理财7天债券B已开通与部分货币市场基金及短期理财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详见本基金管理人2018年3月15日发布的《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开放转换业务的公告》。

2、本基金暂停申购（含汇添富理财7天债券B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赎回业务和汇

添富理财7天债券B转换转出业务照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含汇添富理财7天债券B

转换转入）业务时，本公司将按规定及时予以公告。

3、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的

本基金的法律文件，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9918）咨询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