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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旗下基金在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海证券” ）签署销售协议并协商一致，如下基金将于2019年1月21

日起在东海证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长安宏观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0001

长安沪深

300

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40101

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740601 B:740602

长安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000496 C:002071

长安鑫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1281 C:002072

长安鑫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2146 C:002147

长安泓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3731 C:003732

长安鑫富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57

长安鑫恒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4897 C:004898

长安鑫垚主题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4907 C:004908

长安鑫旺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5049 C:005050

长安鑫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5186 C:005187

长安裕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5341 C:005342

长安鑫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5477 C:005478

长安泓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5345 C:005346

一、具体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东海证券网上交易、手机端及临柜方式参与申购(包含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费率享受4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0.6%；原申购费率低于

0.6%，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限前端、场外模式）。基金申购费

率为固定金额的不再享受以上费率优惠。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时可自行约定固定的投资金额 （即申购金

额），单笔最低限额为300元人民币（含300元），级差为100元。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东海证券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

产品开放申购(包含定期定额投资)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1

网站：www.longone.com.cn

2、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688

网站：www.changanfunds.com

三、重要提示

１、投资者在东海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应遵循上

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2、本公告仅对参与东海证券的相关优惠活动予以说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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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

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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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1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中证500行业中性低波动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由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华安中证500行

业中性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场内简称

“华安中证500行业中性低波动ETF” ；交易代码：512260）自2019年1月21日起，

新增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以下简称 “一级交易

商” ）。 投资者可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

回等业务。

截至2019年1月21日，本基金的一级交易商包括：

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国都证券、中信建投、招商证券、申万宏源证

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光大证券、海通证券、中国银河证券、上海证券、国信证

券、长江证券、平安证券、国泰君安证券、方正证券、华泰证券、中国国际金融、中

国中投证券、长城证券、安信证券、华安证券、兴业证券、广发证券。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

房）

客户服务电话： 95575

网址： www.gf.com.cn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公司网址：www.hua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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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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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鸥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1%暨回购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鸥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海鸥住

工” ) 分别于2018年11月19日、2018年12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

议、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并

于2018年12月18日披露了《海鸥住工回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8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实施回购股份，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刊载的《海鸥住工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1）。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

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1月18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回购股份数量5,575,5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0%，最高成交价为4.43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3.89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3,902,930.28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084� � � �证券简称：海鸥住工 公告编号：2019-012

广州海鸥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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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鸥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海鸥住

工” ) �于2019年1月1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6,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在此额度下资金可滚

动使用，期限为一年，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具体详见于2019年1

月11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载的《海鸥住工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

根据上述决议，2019年1月18日， 苏州有巢氏系统卫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苏州有巢氏”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苏州有巢氏向中国民生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2、产品代码：SDGA190108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投资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5、理财期限：20190118-20190418

6、产品到期日：20190418

7、预期年化收益率：3.70%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主要风险提示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有投资风险，只保障结构性存款本金，不保证产品收益，投

资者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三、风险控制措施

1、针对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单位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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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审计单位对本次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理

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3）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

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的

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

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

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受托方

名称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

赎回

投资收益

（元）

1

中国银行

海盐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

人

民币按期开放

【

CNYAQKF

】

8,000

保证收益

型

20190115 20190221

否

-

2

中国民生

银行苏州

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

5,0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190118 20190418

否

-

截至本公告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累计金额为13,000万元；其中，已到期赎回的理财产

品总金额为0万元，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的总金额13,000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

授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

六、备查文件

1、《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合同（机构版）》及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

回单。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22�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19-004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已回购股票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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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注销已回购股票数

量为55,950股， 金额861,630元， 占本次注销前总股本1,439,845,500股的比例为

0.0039%，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439,789,550股；截至目前，公司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已回购股票的注销

手续。

一、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8年2月22日完成在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2,163,116股，约占该次

回购完成时公司股本总额的0.15%；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划” 或“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实际授予登记总人数为206人，授予

登记的股票总数为2,107,166股，占本次股票授予登记前公司总股本的0.15%。 已

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如下：

1、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7年4月

21日召开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和《关

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2018年4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本次激励计划设定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监

事会就《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出具了审核意见。

3、2018年4月26日至2018年5月22日， 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

姓名和职务在巨潮资讯网和公司网站进行了公示。 2018年5月25日，公司召开了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结合

公示情况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相关公示情况及

核查情况发表了核查意见。

4、2018年5月31日，公司召开了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 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授权董事会确

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并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同时，公司对内幕信息知

情人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未发

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

卖的行为。

5、2018年6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

定以2018年6月15日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09名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7.70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 并一致同意以2018年6月15日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6、2018年7月11日，公司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登记工作，公司最终授予并登记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06名，授予登记的股份数

量为2,107,166股。

7、2018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销公司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中用于限制性股票激

励的股票但未能授予的部分即55,950股予以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将由1,439,845,500股减少至1,439,789,550股。

8、2018年11月15日， 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了

《关于注销公司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时刊登了《关于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二、本次部分已回购股票注销事项完成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2018年11月15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和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公司股票的议案》和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拟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中

用于限制性股票激励的股票但未能授予的部分即55,950股予以注销。 2018年11

月1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清偿债务的

请求。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部分

已回购股票注销事宜已于日前办理完成。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部分已回购股票注销后， 公司总股本由1,439,845,500股减少至1,439,

789,550股，注册资本由1,439,845,500元减至1,439,789,550元。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数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10,400,632 28.50% - 410,400,632 28.50%

股权激励限售股

5,771,749 0.40% - 5,771,749 0.40%

高管锁定股

404,628,883 28.10% - 404,628,883 28.1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9,444,868 71.50% -55,950 1,029,388,918 71.50%

总股本

1,439,845,500 100.00% -55,950 1,439,789,550 100.00%

本次已回购股票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87� � � �证券简称：绿茵生态 公告编号：2019-005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浦口区星甸街道九峰山田园综合体PPP项目预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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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参与了浦口

区星甸街道九峰山田园综合体PPP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或“项目” ）的投

标，该项目实施机构为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星甸街道办事处，采购代理机构为

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 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2019年1

月18日发布的 《JSZC-G2018-217浦口区星甸街道九峰山田园综合体PPP项目预

中标人公示》，公司为本项目的联合中标人（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本项目总投资为98,813.65万元。

联合体成员简介

企业名称：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周青

地址：天津市空港经济区西二道8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789363043U

经营范围：工程总承包、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设计、项目管

理、设备维修(经营范围和有效期以资质证书为准)、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

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锅炉、压力管道、

起重器械等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许可后经营);

电力设施承装(修、试);压力容器制造(经营范围和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设备租

赁;以自有资金对矿产资源开发领域进行投资;测绘服务;城乡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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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 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与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一、预中标公示项目的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和编号：

名称：口区星甸街道九峰山田园综合体PPP项目

编号：JSZC-G2018-217

2、预中标社会资本方：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冶天工集团

有限公司

3、合作期限：项目合作期为20年，其中公益性子项目建设期3年，运营期7年；

准经营性子项目建设期3年，运营期为17年。

4、投资估算：本项目总投资为98,813.65万元

5、中标社会资本方商务报价结果

（1）工程建安费用下浮率为8%；

（2）合理利润率为7.25%，即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5年以上贷款基

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48%；

（3）融资利率为5.635%，即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5年以上贷款基

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5%；

（4）运营维护费用下浮率为10.5%。

6、回报机制：本项目采用可行性缺口补助的回报机制。

二、项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估算金额为98,813.65万元，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若

公司能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期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本年度及

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三、风险提示

1、本项目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的资金。

2、2019年1月18日发布的 《JSZC-G2018-217浦口区星甸街道九峰山田园综

合体PPP项目预中标人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由于目前该项目处于预中标

公示期阶段，公司能否获得中标通知书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示期结束后，如

公司最终成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公司将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203� � �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2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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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2018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4,138,002.45 2,991,339.57 38.33

营业利润

105,278.89 75,053.81 40.27

利润总额

109,739.79 77,832.60 4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220.90 70,533.20 27.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178 0.4217 22.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7% 13.57% 0.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925,825.24 1,527,996.60 2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02,278.28 517,775.94 54.95

股本

195,245.84 169,559.81 1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11 3.05 34.75

注：上表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138,002.4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8.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220.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91%；

近5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25.61%；同时，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性现金净流入29.73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 本年度业绩较上年同

比增长的主要原因：

2018年，公司通过广东、安徽等基地新建生产线项目的建设与投产，以及对

原有生产线和并购项目的技术改造与升级，继续快速提升公司产品制造能力与

市场竞争力,�公司产品销量与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铜等有色金属加工材数量69.72万吨，较上年同期

增长26.08%，使得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二）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925,825.2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04%；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02,278.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95%。 主要

原因为：

1、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工作。公司共计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56,860,319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09元，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77,999,980.71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28,

414,267.70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49,585,713.01元。

2、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盈利，利润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10月18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18年度第

三季度报告正文》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2018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

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为：20%～40%”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70� � �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 公告编号：〔2019〕006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完成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深圳安信乾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4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

号）。 公司大股东深圳安信乾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安信乾能” ） 计划自2018年7月4日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5,184,782�股， 即不超过总股本

的 2%。

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64号）。

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收到安信乾能出具的 《关于减持华明装备计划完成

的告知函》，截至目前，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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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安信乾能股份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占公

司总股本）

安信乾能

集中竞价

2019

年

1

月

15

日

-

2019

年

1

月

17

日

5.910 7,592,392 1%

合计

7,592,392 1%

减持股份来源： 作为公司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时的交

易对方而获得的股份。

安信乾能合计减持股份未达到公司总股本的2%。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安信乾能

合计持有股份

68,598,271 9.04% 61,005,879 8.04%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68,598,271 9.04% 61,005,879 8.0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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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信乾能本次实际减持情况符合此前披露的减持计

划，所减持股份数量未超出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

3、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安信乾能本次减持计划已完成。

三、备查文件

安信乾能出具的《关于减持华明装备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