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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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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

月30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00万

元至5,000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500万元–1000万元 盈利：-3931.30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澳洲投资收益计划不达预期；

2、部分收益出于谨慎考虑延后确认；

3、第四季度部分产品销售不及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关于2018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2018年度业

绩的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8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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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亿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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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2、预计业绩情况：√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 20,000万元–40,000万元

盈利：160,12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5.02%-87.51%

基本每股收益（注） 盈利：约0.0497元-0.0993元 盈利：0.3975元

注：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为4,027,989,882股，每股收益系

按照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原因：

1、受中国国内整车厂商销售疲软，以及汽车零配件产能扩建固定成本大幅增加影响，公

司旗下汽车零配件销售毛利率及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明显；

2、因公司旗下汽车零配件业务经营业绩同比下降，公司判断收购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

司、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风险，由此已计提6-8亿元的商誉减值

准备，导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商誉减值准备具体计提金额最终以注册会计师确认为准。

四、其他说明

1、本业绩预告为本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为

信息披露媒体，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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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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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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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5,208,464,606.83 15,206,093,491.25 0.02

营业利润 686,940,640.28 261,169,217.26 163.03

利润总额 629,466,888.35 147,191,709.45 32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8,767,164.41 67,646,166.44 533.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3 0.10 533.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5 2.26 增长11.1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125,473,887.25 7,755,078,743.49 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386,153,516.22 2,998,173,329.50 12.94

股 本 681,021,500.00 681,021,5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97 4.40 12.9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2.08亿元，同比增长0.02%；利润总额6.29亿元，同比增长

327.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9亿元，同比增长533.84%。主要原因如下：

1、本年公司子公司中百仓储公司珞狮路卖场拆迁补偿增加本期净利润4.27亿元，去年同

期实施完成江夏中百购物广场资产证券化项目，增加同期净利润1.79亿元。剔除以上非经常

性损益影响，公司本期利润实现增长。

2、本期商业租金和人工费用等刚性费用上涨压力依旧，公司坚持业态调整升级，并且不

断优化供应链提升毛利及加大费用管控等促进公司主营业务趋稳向好。

3、四季度加大亏损门店调整力度，关闭亏损门店发生关店损失。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

的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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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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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月31日 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月31日 （星期四）9:30-11:

30，13:00-15:00（股票交易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月30日（星期三）15:00至2019

年1月31日（星期四）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233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于宝池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数量73,775,56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3%。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73,774,96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0%。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3%。

4.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二）表决结果

提案：审议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5,674,96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4%；

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8,099,999股，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674,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89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

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2.表决结果：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征、王腾。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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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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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1月25日，以专人送

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的通知及资料。会议于2019年1月31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七名，实

际表决董事七名， 三名监事及其他相关人员对议案进行了审阅。 会议由董事长于宝池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董事的人数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杨文治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换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杨文治先生简历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日

附：杨文治先生简历

杨文治：男，汉族，1971年10月11日出生，籍贯河南新蔡，中共党员。1997年1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3年7月参加工作， 1993年6月毕业于武汉工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专业，中国注册会计

师，高级会计师。

工作简历：

1989.09-1993.07� � �在武汉工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学习

1993.07-1995.12� �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教育处教师

1996.01-2000.02� �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财务处会计

2000.03-2000.07� �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财务处副处长

2000.07-2002.12� �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销供部副经理

2002.12-2004.07�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财务处副处长 山东泰山水泥公司副经理(兼)

2004.07-2004.12�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财务处副处长 北京建华布朗尼混凝土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兼)

2004.12-2005.12� �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资产监察处处长

2005.12-2007.02� � �北京金隅集团水泥分公司财务部部长

2007.02-2009.06� � �北京平谷区水泥二厂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9.06-2012.11� �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宣化金隅水泥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2.11-2015.12� �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广灵金隅水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5.12-2016.12� �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6.12-2019.01� � �北京金隅水泥经贸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9.01-今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杨文治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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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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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要求，特此公告上海

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1、2018年10-12月，公司房地产开发无新增土地储备。

2、2018年10-12月，公司房地产项目累计开工面积为0平方米，竣工面积为0平方米；去年同

期开工面积为35,972平方米，竣工面积为0平方米。

3、2018年10-12月，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累计签约面积为15,471平方米，同比增加102.13%；

签约金额为26,190万元，同比增加8.07%。

由于房地产项目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

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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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次回购公司股份首次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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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和于2019年1月1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二次回购公司

股份的预案》，并已于日前披露了《万业企业关于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19-01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2019年1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实施上述回购，回购股份数量为789,100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98%，成交最高价为9.94元/股，成交最低价为9.84元/股，支付总金

额为7,802,918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公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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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03713� � � �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19-005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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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

比，将增加4,695.38万元左右，同比增长56.20%左右。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4,844.15万元左右，同比增长56.28%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8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将增加4,695.38万元左右，同比增长56.20%左右。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844.15

万元左右，同比增长56.28%左右。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54.7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8,607.99万元。

（二）每股收益：0.7319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的影响

1.报告期内，公司优化经营结构、强化内部管理体系，增加收入、提高效率，增加企业竞争

力。

2.报告期内，公司并购了天津至远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增加收入及净利润。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本期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534.18万元左右， 主要为报告期内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以

及政府补助及税收返还。

（三）会计处理的影响

本期合并范围增加天津至远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增加公司本年度净利润。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8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日

（上接B39版）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日融资余额占资产

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的说明

注：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金净值的20%。

3.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8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60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32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情况说明

注：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120天。

2）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

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1 30天以内 43.37 0.00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2 30天(含)-60天 8.32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3 60天(含)-90天 28.37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4 90天(含)-120天 3.27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5 120天(含)-397天（含） 12.00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合计 95.33 0.00

4.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240天情况说明

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不存在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240天的情况。

5.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149,712,139.44 7.00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149,712,139.44 7.00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260,006,639.87 1.58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5,315,599,206.44 32.36

8 其他 - -

9 合计 6,725,317,985.75 40.94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

率债券

- -

6.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11809292

18浦发银行

CD292

5,000,000 496,588,393.55 3.02

2 111821326

18渤海银行

CD326

5,000,000 496,528,907.02 3.02

3 170413 17农发13 4,600,000 459,809,779.35 2.80

4 111809257

18浦发银行

CD257

4,000,000 398,072,041.87 2.42

5 180301 18进出01 3,000,000 299,902,803.21 1.83

6 111884104

18徽商银行

CD120

3,000,000 298,554,044.36 1.82

7 111821287

18渤海银行

CD287

3,000,000 298,470,796.60 1.82

8 111815502

18民生银行

CD502

3,000,000 297,953,036.13 1.81

9 111807140

18招商银行

CD140

3,000,000 297,155,882.84 1.81

10 111811262

18平安银行

CD262

2,500,000 249,754,919.83 1.52

7.“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 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0.25(含)-0.5%间的次数 0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1474%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506%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986%

注：以上数据按工作日统计。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情况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发生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的情况。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情况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发生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0%的情况。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139059 万科22A1 240,000 24,000,000.00 0.15

2 1889261

18工元志诚5

优先

200,000 20,000,000.00 0.12

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基金采用固定份额净值，基金份额账面净值始终保持为人民币1.00元。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进行估值,各估值对象的溢折价、利息收入按剩余期限摊销平均

计入基金净值。

本基金采用“影子定价” 的方法进行估值修正，即为了避免采用摊余成本法计算的基金

净值与按市场利率和交易市价计算的资产净值发生重大偏离，当此偏离度达到或超过基金资

产净值的0.50%时，适用影子定价对估值对象进行调整，调整差额于当日计入基金净值。

2）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

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45,320,414.56

4 应收申购款 1,006,042,092.77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1,051,362,507.33

4）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净值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差。

第六节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

申购基金时应认证阅读本招募说明书。有关业绩数据经托管人复核。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银河钱包货币A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2017.06.29-2017.12.31 2.0390% 0.0019% 0.6975% 0.0000% 1.3415% 0.0019%

2018.01.01-2018.09.30 2.8406% 0.0018% 1.0238% 0.0000% 1.8168% 0.0018%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4.9375% 0.0018% 1.7212% 0.0000% 3.2163% 0.0018%

注：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是按日结转份额。

银河钱包货币B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2017.06.29-2017.12.31 2.0878% 0.0018% 0.6975% 0.0000% 1.3903% 0.0018%

2018.01.01-2018.09.30 2.9105% 0.0018% 1.0238% 0.0000% 1.8867% 0.0018%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5.0591% 0.0018% 1.7212% 0.0000% 3.3379% 0.0018%

注：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是按日结转份额。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

比较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应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六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

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报告期末已完成建仓，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合同约定。

第七节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销售服务费；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仲裁费和诉讼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1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5%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05%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0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3.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0.1%， 对于由B类降级为A类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年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降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A类基金份额的费率。B类基金份额

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0.01%，对于由A类升级为B类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年销售服务费率应自

其升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享受B类基金份额的费率。各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

算公式相同，具体如下：

H＝E×年销售服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该类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E为前一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

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

中一次性支付给登记机构，由登记机构代付给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或不可抗力

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中第4－10项费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

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指令并参照行业惯例从基金

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

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第八节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河钱包货币市场基金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及《银河钱包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进行更新编写，更新

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1、“重要提示” 日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更新，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2018年12月29�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2018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定

于2019年 2月1日前公告。

2、“三、基金管理人” 部分，根据实际情况更新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3、“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根据托管人提供的资料更新了的相关信息。

4、“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增加了相关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构进行了更新，各新增

代销机构均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列示；更新了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信息。

5、“十、基金的投资”之 “（九）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更新为截止日为2018年9月30日的报

告，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未经审计。“十一、基金的业绩” 中

对基金成立以来至2018年9月30日的基金业绩表现进行了披露。 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

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列示了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及本基金管理公司在指定报

纸上披露的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二月一日

2019年 2 月 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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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票遭遇平仓导致被动减持

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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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3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黄娅妮女士函告，获悉其质押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

业” ）的部分公司股票因触发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遭遇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被动减持情况

1、本次被动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被动减持时间 被动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黄娅妮 2019年1月30日 517,894 0.25%

黄娅妮 2019年1月31日 338,700 0.17%

合计 - 856,594 0.42%

2、本次被动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被动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被动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黄娅妮 45,568,448 22.34% 44,711,854 21.92%

二、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可能

被动减持公司股票风险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陈军先生、黄娅妮女士由于

在第一创业办理的部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触发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 第一创业有权对质

押的标的证券进行违约处置。同时，第一创业自2019年1月9日起15个交易日（针对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或3个交易日（针对大宗交易方式）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且在减持期间内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

三、风险提示

1、陈军先生、黄娅妮女士因触发与第一创业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其股票可能存在再次

遭遇强制平仓的风险。

2、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股票被迫平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陈军先生、黄娅妮女士股权质押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和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