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０００９０３

2019年 2 月 12 日 星期二

编号：２０１９一０１１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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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在《
中国证券
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２０１９－００８ 号）。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就本次股
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会议召集人：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会议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的通知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４、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３０ 至 １１：３０， 下午 １３：００ 至
１５：０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００ 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００。
５、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如果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星期三）。
６、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７、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普通股股东（
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其他相关人员。
８、会议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景路 ６６ 号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九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
备。
本次会议需审议的议案为：
１、关于 ２０１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控股股东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须回避表决。
中国证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刊登在 《
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如下：
备注
议案编码
１００

议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表示对以下全部议案统一表决

√

关于 ２０１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００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
总议案”，对应的议案编码为 １００。 议案编码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以此类推。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１、登记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００ 一 １１：００，下午 １３：３０ 一 １６：３０。
２、登记方式：
（
１）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 ２）、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盖公章）、
（
２）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
复印件（
盖公章）、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凡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之前到会的股东均有权参加。
３、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景路 ６６ 号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办公室
邮政编码：６５０２００
电话：０８７１－６５６２５８０２
股票代码：００２７７２
债券代码：１２８０２６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债券简称：众兴转债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１５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０２ 月 １１ 日上午在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陶军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０２ 月 ０９ 日以专人
递送、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董事 ３ 人，以通讯方式参会董事 ６ 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
事会秘书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章程》的有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有关
事项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９ 票赞成、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０ 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拟对参股公司德国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Ｐａｒｋ ＧｍｂＨ 的投资方式进行调整，由原来的全部股权
投资变更为股权加债权投资， 公司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合计不超过 １，４７０ 万欧元， 其中 ９８
万欧元作为股权投资，１，３７２ 万欧元作为债权投资，并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
董事会认为将投资方式调整为股权加债权，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保障公司利益最大化。 本
次投资方式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构成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
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
《
关于对外投资有关事项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１６）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备查文件
《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０２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００２７７２
债券代码：１２８０２６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债券简称：众兴转债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１６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有关事项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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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调整情况
（
一）对外投资情况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境外投资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拟向设立于德国莱比锡的
马逊帕克有限公司）公司进行投资。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Ｐａｒｋ ＧｍｂＨ（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Ｐａｒｋ ＧｍｂＨ 总投资预估为 ２，０００ 万欧元， 用于建立和运作杏鲍菇生产线项
目，其中公司拟投资 ９８０ 万欧元，占总投资额的 ４９％；Ｈｅｅ Ｊｏｏ Ｐａｒｋ 先生拟投资 ９６０ 万欧元，
占总投资额的 ４８％；Ｔａｅ Ｗｏｎ Ｋｗｏｎ 先生拟投资 ６０ 万欧元， 占总投资额的 ３％。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Ｐａｒｋ ＧｍｂＨ 的启动资金为 ２００ 万欧元，由上述三方按出资比例缴付。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蘑菇
的培育生产以及相关农产品的加工配送等，不需要特殊授权的农产品的经营销售。
２０１８ 年 ０１ 月，根据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并经投资三方协商一致，将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Ｐａｒｋ ＧｍｂＨ
总投资增加至 ３，０００ 万欧元，其他事项不变。
截至目前，投资三方已按各自出资比例合计出资约 ２，５５８．４０ 万欧元，项目建设正在进行中。
（
二）本次调整情况
经各投资方协商，拟将上述投资方式调整为股权加债权方式，其中 ２００ 万欧元作为股权
投资，２，８００ 万欧元作为债权投资，三方仍按 ４９％、４８％及 ３％的比例缴付。
关于对外投资有
２０１９ 年 ０２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事项调整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投资方式调整为股权加债权，其中 ９８ 万欧元作为股权投
证券代码：００２８３２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０７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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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回购公司股份预案》。
回购报告书》具体关于回购的信息详见在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９ 日，公司披露了《
ｈｔｔｐ：／／ｗｗｗ．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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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
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３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１，０２６，４７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６６１％，最高成交价为 ３４．２９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３０．３０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３２，７１１，０９３．７３ 元（
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１、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２、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 ６４５，７００ 股（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未达到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９ 日）前
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３，０９７，３２１ 股的 ２５％。
３、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回购方案，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８３２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０８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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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的闲置
不超过 １２ 个月）、有保本承诺的低风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短（
险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
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近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湖支行（
以下简称“
浦发
银行”）签署了《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产品合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ＪＧ９０１ 期
１、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ＪＧ９０１ 期
２、产品代码：１１０１１６８９０１
３、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４、投资金额：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５、预期年化收益率：３．８５％

备注
议案名称

１００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表示对以下全部议案统一表决

√

关于 ２０１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非累积投票议
案
１．００

如果委托人未作出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资，１，３７２ 万欧元作为债权投资，公司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合计不超过 １，４７０ 万欧元（
约合人
民币 １１，２７５ 万元），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调整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调整事项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护照号

国籍

１

Ｈｅｅ Ｊｏｏ Ｐａｒｋ

Ｍ４６００ＸＸＸＸ

韩国

３２ Ｇａｇｏｋ－１－ｇｉｌ Ｉｓｅｏｍｙｏｕｍ Ｃｈｅｏｎｇｄｏ－ｇｕｎ，
Ｋｙｏｕｎｇｂｕｋ

２

住址

Ｔａｅ Ｗｏｎ Ｋｗｏｎ

Ｍ０６６３ＸＸＸＸ

韩国

１０４－１３０２ Ｈａｕｓｅｎｔ Ｈｏｎｏｒｓ １５４３ １７ Ｍａｅｇｏｋ
ＤａｓａＤａｌｓｏｎｇ Ｄａｅｇｕ

２０１８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７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８８，０９２，７２８．８２

１３２，９４４，５０５．９８

负债总额

１８２，６８６，００８．４３

１２２，６４０，２０２．７２

净资产

５，４０６，７２０．３９
２０１８年 １－９ 月

净利润

１０，３０４，３０３．２６
２０１７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０

－５，０８６，３１２．６７

－３，５３２，９４８．０９

四、投资的具体安排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Ｐａｒｋ ＧｍｂＨ 总投资额为 ３，０００ 万欧元，其中股权投资为 ２００ 万欧元，公司以
自有资金出资 ９８ 万欧元，Ｈｅｅ Ｊｏｏ Ｐａｒｋ 先生出资 ９６ 万欧元，Ｔａｅ Ｗｏｎ Ｋｗｏｎ 先生出资 ６ 万
欧元；债权投资为 ２，８００ 万欧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１，３７２ 万欧元，Ｈｅｅ Ｊｏｏ Ｐａｒｋ 先生出资
１，３４４ 万欧元，Ｔａｅ Ｗｏｎ Ｋｗｏｎ 先生出资 ８４ 万欧元。 公司股权和债权合计投资不超过 １，４７０
万欧元。
截至目前公司股权出资 ９８ 万欧元， 债权出资约 １，１５５．６２ 万欧元；Ｈｅｅ Ｊｏｏ Ｐａｒｋ 先生股
权出资 ９６ 万欧元， 债权出资约 １，１３２．０３ 万欧元；Ｔａｅ Ｗｏｎ Ｋｗｏｎ 先生股权出资 ６ 万欧元，债
权出资约 ７０．７５ 万欧元。 三方股权出资及债权出资比例皆为 ４９％、４８％及 ３％。
五、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作为贷款人与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Ｐａｒｋ ＧｍｂＨ（
借款人）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合同的期限为
１５ 年，借款金额 １，３７２ 万欧元，借款年息 ３．０％，自 ２０２０ 年 ０１ 月起至 ２０３１ 年 １２ 月，每半年
偿还本金及利息一次。 借款人可提前通知贷款人，在合同期满之前偿还总贷款金额中未偿还
的借贷款总额。 提前偿还借贷款时，借款人需要支付合同期满前解除借贷合同的赔偿金，赔
偿金额为所剩借贷款的 １％。
合同的解除：（
１）贷款人有权利因正当理由提前解除借款合同。 提前解除合同时剩余借
贷款全额立即期满。 提前解除合同的理由如下：①借款人至少 ６ 次以上延迟相应的分期偿还
金额；②借款人违反合同上的重要条款；③借款人进行破产申请或发生决定性的财政情况恶
化，有无法偿还借贷款顾虑的情况下。 （
２）决定解除借款合同前合同双方需进行充分协商。
合同双方同意指定德国 Ｔｏｒｇａｕ 地方法院为共同管辖法院。
六、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通过调整投资方式， 向参股公司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Ｐａｒｋ ＧｍｂＨ 投资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保障公司利益最大化。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Ｐａｒｋ
ＧｍｂＨ 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本次投资调整事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但由于面
临境外文化背景、政治环境和法律规范等差异带来的不确定性，后续运营情况存在受到宏观
经济、行业政策及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投资方式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构成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
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
七、备查文件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１、《
借款合同》。
２、《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０２ 月 １１ 日
６、投资收益起算日：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 日
遇节假日顺延）
７、投资到期日：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８ 日（
８、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９、关联关系：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
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ＪＧ９０２ 期
１、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ＪＧ９０２ 期
２、产品代码：１１０１１６８９０２
３、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４、投资金额：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５、预期年化收益率：４．１０％
６、投资收益起算日：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 日
遇节假日顺延）
７、投资到期日：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 日（
８、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９、关联关系：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１、控制安全性风险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已经管理层事前评估投资风险， 严格筛选投
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发行主体发行的理财产品。
公司管理层将跟踪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投向、进展和净值变动情况，
如评估发现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安全性风险。
２、防范流动性风险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事项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将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审计部负责全面检查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 并根据谨
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可能产生的风险与收益，
每季度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３、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
资金收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关于增加民生证券为旗下部分基金
销售机构同时开通定投、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２日

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民生
证券”）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起，将新增民生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业
务（
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预计年化收
益率

投资收益（
元）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
保证收 益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００
型
固定持有期 ＪＧ９０２ 期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２８ 日

４．４５％

１，１００，１３８．８９

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
保证收 益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２０，０００
型
固定持有期 ＪＧ９０３ 期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１９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３０ 日

４．４５％

４，４２５，２７７．７８

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
多多 公司 １８ＪＧ２２７２ 期 保证收 益
１０，０００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 存 型
款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９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日

４．１０％

１，０１３，６１１．１１

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
保证收 益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２０，０００
型
固定持有期 ＪＧ９０２ 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１９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３０ 日

４．１０％

未到期

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
保证收 益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５，０００
型
固定持有期 ＪＧ９０１ 期

２０１９年 ２ 月 １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８
日
日

３．８５％

未到期

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
保证收 益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５，０００
型
固定持有期 ＪＧ９０２ 期

２０１９年 ２ 月 １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
日
日

４．１０％

未到期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年 ８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认申购业务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１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４００００５

开通

开通

开通

２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Ｂ

４００００６

开通

开通

开通

３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９

开通

开通

开通

４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１（
前端）

开通

开通

开通

５

东方成长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３

开通

开通

开通

６

东方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５

开通

开通

开通

７

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６

开通

开通

开通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
１００００）＊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后两位，小数点两位后截去）。

８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０００２０

开通

开通

开通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９年 ２ 月 １１ 日

９

４０００２３

开通

开通

开通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个工作日在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登记
在册的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Ａ

１０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Ｃ

００２０６８

开通

开通

开通

１１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４０００２７

开通

开通

开通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每位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的累计收益
进行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
行现金支付。

１２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４０００２９

开通

开通

开通

１３

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３０

开通

开通

开通

１４

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Ａ

００１３１８

开通

开通

开通

１５

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Ｃ

００２０６０

开通

开通

开通

１６

东方新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１４９５

开通

开通

开通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９－０２－０１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９－０１－０２
至 ２０１９－０１－３１ 止

注：－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五、备查文件
１、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 ２ 月 １２ 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
财税字［
包括个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对投资人（
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结转免收手续费。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注：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集中按 １．００ 元面值
自动转为基金份额。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结转日的前一日，特殊情况将另行
公告。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渠道
１、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５７８、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２、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３）、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８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９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６）、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８）
１１１８５）
９５５２６）、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５）、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９５）、东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８８８８－００１）、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０３）、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７５）、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地区：０７５５－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深圳外）：８００－８１０－８８６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８２２６６６、全国（
９５５５８）、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中信证券（
０５７１－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长江证
９６５９８）、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５、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中泰证券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８）、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宏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３２６）、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东莞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１１３０，省外请加拨区号 ０７６９）、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３１８、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７１）、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０７６－６１２３）、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９９）、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０－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省内：９６２２８、省外：４００－１１９－６２２８）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
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９－６６６６）、联讯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２９）、中山证券
（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中国国际期货（
９５１６２）、钱景财富（
４００－６８８－５９５８）、深圳新兰德（
４００－１６６－１１８８）、浙
江同花顺（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方正证券（
９５５７１）、华鑫证券（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增财基金（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上海证券（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上海利得（
４００－００５－６３５５）、恒天明泽（
４００－８９８－０６１８）、中信期货（
４００－９９０－
８８２６）、北京乐融多源（
４００－０６８－１１７６）、上海诺亚正行（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上海陆金所（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上海汇付（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２１－８８５０）、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０－１７８－０００）、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８６８－１１６６）、 上海中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深圳）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７６７－５２３）、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０２０－８９１８８６８３）、奕丰金融服务（
４００－
６８４－０５００）、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５１１－８）、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９２８－２２６６）、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３１０）、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上海基煜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
０２１－６５３７００７７）、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深圳前海凯恩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８０４－８６８８）、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０－
银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１９－９０５９）、武汉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２７－９８９９）、凤凰金信（
４００－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８１０－５９１９）、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乾道金融信息服务（
（
０１０－６６２５０５４２）、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９９０７）、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个人业务：９５１１８、企业业务：４００－０８８－８８１６）、济安财富（
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７３－７０１０）、金
惠家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５５－７３３３）、一路财富（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和
合期货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０－４８８２）、天津市凤凰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０２２－８３１２５０７７）、上海华夏财富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１７－５６６６）、泰诚财富基金销售（
０４１１－８８８９１２１２）、包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３５２）、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１０５５８８）、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０－１５９－
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２１１３５７）、中民财富基金
９２８８）、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４００－９６５５３６５）。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６２

公司与 Ｈｅｅ Ｊｏｏ Ｐａｒｋ 先生及 Ｔａｅ Ｗｏｎ Ｋｗｏｎ 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Ｐａｒｋ ＧｍｂＨ（
马逊帕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Ｍａｒｋｔ１，０４８６０ Ｔｏｒｇａｕ
登记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法定代表人：Ｈｅｅ Ｊｏｏ Ｐａｒｋ
经营范围为：蘑菇的培育生产以及相关农产品的加工配送等，不需要特殊授权的农产品
的经营销售。
马逊帕克有限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Ｐａｒｋ ＧｍｂＨ（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支付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传真：０８７１－６５６３３１７６
联系人：程红梅、郑雨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说明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 ｈｔｔｐ：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１。
六、其他事项
１、会议材料备于证券事务办公室；
２、临时提案请于会前十天前提交；
３、会期一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４、会议联系方式：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景路 ６６ 号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办公室。
联系人：程红梅、郑雨
联系电话：０８７１－６５６２５８０２
传真：０８７１－６５６３３１７６
七、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１：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２：授权委托书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附件 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３６０９０３
投票简称：云内投票
２、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累积投票议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３、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非累积投票议案表达相同
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
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３０－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００，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份认证业务指引（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３、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２：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编码

B42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１７

东方新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００２１６２

开通

开通

开通

１８

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７０２

开通

开通

开通

１９

东方区域发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６１４

开通

开通

开通

２０

东方民丰回报赢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Ａ

００４００５

开通

开通

开通

２１

东方民丰回报赢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Ｃ

００４００６

开通

开通

开通

２２

东方周期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００４２４４

开通

开通

开通

２３

东方量化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００６７８５

开通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备注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Ｂ 单笔申购申请最低限额为 ５００ 万元。 若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
１．
券投资基金 Ａ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单个基金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 ５００ 万份时，本基金登记机构自动
将其在该基金账户持有的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升级为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Ｂ。
若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Ｂ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单个基金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低于 ５００ 万份时，本
基金登记机构自动将其在该基金账户持有的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Ｂ 降级为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 Ａ；
含 Ａ、Ｃ 份额）的单笔
２． 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２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东方新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额 １００ 万元以上（
不含 １００ 万元）申购（
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帐户单日
累计申购（
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 １００ 万元（
不含 １００ 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
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３． 后续产品上线及业务开通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民生证券办理上述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
换业务（
仅限前端申购模式），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守民生证券的具体规定。
二、重要提示
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
１．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的《
业务公告。
２．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额外收取手续费用，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相关基金的日常的申购费率相
同。 基金“
暂停申购”期间，对于“
暂停申购”前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
务。 “
暂停申购”前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遇
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３．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
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的交易行为。上述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
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４．本公告解释权归民生证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民生证券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３７６
网站：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２．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网站：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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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
买者自负”的原则，应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
资人遵循基金投资“
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０５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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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定采取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章
３、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程》的规定。
４、会议召开时间：
（
星期四）下午 １４：３０
１）现场会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
（
２）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一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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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３０～１１：３０，下午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１５：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出席会议对象：
（
１）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附后）。
（
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７、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１１９ 号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１、关于提名丁华南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上述审 议 的 议 案 内 容 详 见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公司七届十二次董
ｃｏｍ．ｃｎ 和《
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的内容。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备注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１．００

关于提名丁华南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登记方式：
（
１）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股东帐户卡登记，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登记，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登记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上午 ８：００－１２：００，下午 １４：００－１８：００
３、登记地点：宁夏石嘴山市冶金路公司证券部
４、联系办法：
联系人：秦宏武、党丽萍
电话：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３
传真：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２
邮编：７５３０００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５５
９００９５５

股票简称：海航创新
海创 Ｂ 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１２

五、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
上市公司股东大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开始实施的《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６ 年修订）》，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新的网络投票流程，详见网络投
票的操作流程。
六、其他事项
１、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七、备查文件
１、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出席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
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同意、
反对或弃权。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
案
１．００

关于提名丁华南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
签字）：
身份证号（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受托人（
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
签署日期：２０１９ 年 月
日
附注：
１、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代码：３６０９６２
２、投票简称：东方投票
３、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３０ 一 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 一 １５：００。
２、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１５：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１５：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份认证业务指引（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３、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５５
９００９５５

股票简称：海航创新
海创 Ｂ 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１3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
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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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回重审）。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
原审被告）。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被上诉人（
自 ２０１４
●涉案金额：补偿款 １１，４４５．３５５ 万元、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费 ２，２８９．０７１ 万元（
年 ４ 月 ４ 日土地重挂次日起暂计算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４ 日，实际请求计算至清偿之日）。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７ 日、
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４ 日、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 日发布了《
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子公司的公告》及相关进展公告，披露了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游艇湾公司”）诉公司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开发公
司”）合同纠纷案【
（
详见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６－０４１、临 ２０１６－０７５、临
２０１６）浙 ０４ 民初 ４４ 号】（
２０１８－０２８、临 ２０１８－０５５、临 ２０１８－０５７）。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获悉，开发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即《
民事裁定书》所
民事裁定书》【
（
称“
本院”）出具的《
２０１８）浙民终 ４５５ 号】，裁定撤销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６）浙 ０４ 民初 ４４ 号民事判决，发回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
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以下简称游艇湾公司）因与上诉人浙江
“
上诉人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
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
浙
民初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２０１６） ０４
４４
本院认为， 本案系基于开发公司与游艇湾公司在合作开发浙江省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
区（
以下简称九龙山度假区）过程中，就投资收益事宜而产生的纠纷。 游艇湾公司以开发公司
名下的位于九龙山度假区内的土地基于其公司的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投资而增值、 开发公
司为此获益为由，依据双方达成的《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备忘录》（
以下简称《
备忘录》），
向开发公司主张对其投资进行补偿。 一审判决以游艇湾公司与浙江省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
区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九龙山管委会）订立的《
九龙山东沙湾游艇配套成本及基础设施回
购协议书》 及 《
九龙山西沙湾游艇配套成本及基础设施回购协议书》（
以下简称 《
回购协议
书》）中所载回购及补偿作价应当最终支付给开发公司为由，认定开发公司应当支付给游艇
回购协议书》支付回购及补偿款为前提，实
湾公司相应补偿款。 此系以九龙山管委会应当依《
际上亦是对《
回购协议书》内容的确认，同时一并免除了九龙山管委会依《
回购协议书》向游
艇湾公司的付款义务。 鉴于九龙山管委会未参与本案诉讼，以下基本事实并未查清：《
回购协
议书》 的具体签订背景情况、 内容及履行情况， 以及嘉兴信华会计师事务所嘉信会专审
（
号审核报告的相关事实情况等。
前述事实系确定本案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基本事实，
２０１３）６３
亦与九龙山管委会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不清，应予发回重审。 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浙 ０４ 民初 ４４ 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
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１８）浙民终 ４５５ 号】，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浙 ０４ 民
初 ４４ 号民事判决已撤销，本案发回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目前一审重审尚未开
庭审理，对公司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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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回重审）。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
原审被告）。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被上诉人（
●涉案金额： 补偿款 ３１７，９０４，３８０．８７ 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２２，９０２，３６１．４４ 元（
３１７，
９０４，３８０．８７ 元＊４．７５％＊（
５４６／３６０），暂计算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７ 日、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４ 日、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 日发布了 《
关于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子
公司的公告》及相关进展公告，披露了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高尔夫
公司”）诉公司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开发公司”）合同纠纷案【
（
２０１６）浙 ０４
民初 ５０ 号】（
详见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６－０４３、临 ２０１６－０７７、临 ２０１８－０５６、临 ２０１８－０５８）。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获悉，开发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即《
民事裁定书》所
民事裁定书》【
（
称“
本院”）出具的《
２０１８）浙民终 ４５６ 号】，裁定撤销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６）浙 ０４ 民初 ５０ 号民事判决，发回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
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以下简称高尔夫公司）因与上诉人浙江
“
上诉人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开发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 不服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
浙
民初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２０１６） ０４
５０
本院认为， 本案系基于开发公司与高尔夫公司在合作开发浙江省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
区（
以下简称九龙山度假区）过程中，就投资收益事宜而产生的纠纷。 高尔夫公司以开发公司
名下的位于九龙山度假区内的土地基于其公司的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投资而增值、 开发公
司为此获益为由，依据双方达成的《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备忘录》（
以下简称《
备忘录》），
向开发公司主张对其投资进行补偿。 一审判决以高尔夫公司与浙江省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
区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九龙山管委会）订立的《
平湖九龙山小黄山西地块景观配套回购协
议书》（
以下简称《
回购协议书》）中所载回购及补偿作价应当最终支付给开发公司为由，认定
回购协议书》中所载回购及补偿作价金额。
开发公司应当支付给高尔夫公司补偿款金额为《
此系以九龙山管委会应当依《
回购协议书》支付回购及补偿款为前提，实际上亦是对《
回购协
议书》内容的确认，同时一并免除了九龙山管委会依《
回购协议书》向高尔夫公司的付款义
务。 鉴于九龙山管委会未参与本案诉讼，以下基本事实并未查清：《
回购协议书》的具体签订
背景情况、内容及履行情况，以及嘉兴信华会计师事务所嘉信会专审（
２０１３）２７ 号审核报告的
相关事实情况等。 前述事实系确定本案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基本事实，亦与九龙山管委会有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接利害关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不清，应予发回重审。 依照《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浙 ０４ 民初 ５０ 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
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１８）浙民终 ４５６ 号】，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浙 ０４ 民
初 ５０ 号民事判决已撤销，本案发回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目前一审重审尚未开
庭审理，对公司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