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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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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19年2月18日(星期一)下午3:00在广

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口右侧宜都花园宜华健康二楼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则由股东在

2019年2月18日上午9:30至11:30和下午1:00至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在2019年2

月17日15:00至2019年2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369,028,213股，占本公司总股份

的58.863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317,485,505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50.64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1,542,7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2215％。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广

州）事务所于鹏、郭佳对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会议经有表决权的股东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369,028,21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30,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于鹏、郭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和宜华健康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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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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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2019年1月16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一） 公司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1月16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按公司总股本 6,015,730,878�股计，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3,609,438,526.80�元，余额转入以后年

度分配。

（二）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四）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间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015,730,878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6.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400000元； 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6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2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2月2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2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2月25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金鸡西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严章祥、吴青青

咨询电话：0756-8669232

传真电话：0756-8614998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的具体时间安排的

文件；

（二）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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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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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A股股票于2019年2月14日、

2月15日、2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

公告中的风险提示，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现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一、截止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属畜牧业，主要经营活动为生猪养殖及贸易、生猪屠宰及冷藏、饲料生产及销售、粮

食贸易。产品主要有：生猪、饲料、鲜肉及冻肉。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营业绩预亏风险

2019年1月31日，公司发布《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经财

务部门初步测算， 公司预计2018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00.00万元到

-4,500.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3,670.00万元

到-5,170.00万元。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为：2018年，公司生猪业务稳步发展，生猪出栏量同比

增长35.44%。但2018年1-9月生猪价格持续下滑，10-12月受湖南出现“非洲猪瘟” 疫情影响，

活猪调运受到较大影响，产区与销区之间的价格差异扩大，公司生猪主产地价格回落较快，

2018年公司生猪销售价格同比下降15.74%， 导致公司业绩出现亏损。（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

号：2019-001）。

三、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2018年8月18日，公司发布《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9），公司间接控股股

东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农业集团” ）于2018年8月17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股份共计2,41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37%。在本次增持发生之日起未来6个月内，现代农业集团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2019年2月14日，公司收到现代农业集团《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告知函》，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现代农业集团自2018年8月17日起至2019年2月14日，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9,211,1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本次增持后，现代农业集团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627,7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1%；通过全资子公司湖南省粮油食品进

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油集团”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2,018,54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0.95%。 现代农业集团及粮油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1,646,33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96%。（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

四、部分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截至2019年2月18日收盘）

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动态市盈率 静态市盈率

温氏股份 300498 44.38 25.42

牧原股份 002714 194.71 38.43

正邦科技 002157 426.72 38.06

天邦股份 002124 78.95 48.53

雏鹰农牧 002477 - 136.68

新五丰 600975 - 92.57

截至2019年2月18日，公司收盘价为6.37元/股，静态市盈率为92.57倍。（数据来源：同花

顺）

五、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是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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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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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嘉兴市亚中路777号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8,117,5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93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张学政因公务不能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半

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张秋红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1人，董事长张学政、董事徐庆华，独立董事王艳辉、肖建华因公

务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监事长茅树捷、监事陈建、韦荣良因公务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周斌出席会议；

4、公司在任部分高管及公司见证律师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117,340 99.9999 200 0.0001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57,171,303 99.9996 200 0.0004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卜祯、曹蕾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未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但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上述事项不影响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603335� � � �证券简称：迪生力 公告编号：2019-012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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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台山市西湖外商投资示范区国际路1号大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1,266,3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111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瑞贞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敏女士因工作原因缺席；

3、董事会秘书王国盛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265,310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265,310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19年拟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24,183,240 99.9958 1,000 0.0042 0 0.0000

2

《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

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24,183,240 99.9958 1,000 0.004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需要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

律师：钟耀能、贾丽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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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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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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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泉州市鲤城区江南高新技术电子信息园区紫华路4号公司一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5,098,6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14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明通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陈立富先生、独立董事白劭翔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

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92,400 99.0488 280,339 0.951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92,400 99.0488 280,339 0.951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92,400 99.0488 280,339 0.951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095,365 99.9986 3,250 0.0014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9,192,400 99.0488 280,339 0.9512 0 0.0000

2

关于制定《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细则》的议案

29,192,400 99.0488 280,339 0.9512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29,192,400 99.0488 280,339 0.951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2、3项议案关联股东已经进行回避表决，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第4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未对通知和公告以外的事项进行审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莉莉、高晨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9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

协议，自2019年02月19日起，本公司增加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

机构，投资者可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指定渠道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交易等基金相关

业务。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1775 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 006958 鹏华永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具体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更新）及相关业务公告。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2

公司网站：www.xyzq.com.cn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788-999或400-6788-533

网址： 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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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服务费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向广大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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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鹏华丰盛

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更新）的相关约定，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对鹏华丰盛稳固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展销售服务费费率优惠活动，详情如下：

一、优惠活动内容

自2019年2月19日起， 本公司对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06008）的销售服务费开展费率优惠活动，优惠后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01%。

二、优惠活动时间

自2019年2月19日起，结束时间本公司届时将另行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本公司网站：www.phfund.com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8-999/400-6788-533（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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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及更新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9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鹏华丰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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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鹏华丰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鹏华丰

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决议及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2019年1月17日至2019年2月17日已通过通讯方式召开,大

会表决投票时间自2019年1月22日起，至2019年2月17日17:00止。2019年2月18日，在本基金的基

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 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

票，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

证。计票结果如下：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2019年1月21日，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为5,

748,614,599.01份。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参与投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

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3,933,458,547.73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68.42%，参加本次大会的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

（含二分之一），达到法定开会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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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丰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审议了《关于鹏华丰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基金赎回费率的议案》（以下

简称“议案” ），并由参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为：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中，同意票所代表的

基金份额为3,933,458,547.73份，占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100%；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

为0份；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上述表决结果中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达到参加本

次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基金份额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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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丰

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关于鹏华丰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基金

赎回费率的议案》获得通过，该决议自2019年2月18日起生效。

根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鹏华丰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列入基金费用，由基金资产承担。经本基金基

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40000

公证费 10000

合计 50000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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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9年2月18日表决通过了《关于鹏华丰

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基金赎回费率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事项实施情况

根据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2019年2月18日起对鹏华丰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赎回费率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赎回费率届时也将会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做相应调整。

调整方案如下：

原赎回费率为：

持有期限（Y） 赎回费率

Y＜7天 1.5%

7天≤Y＜1年 0.1%

Y≥1年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

取。赎回费总额的100%归入基金财产。

调整后赎回费率为：

持有期限（Y） 赎回费率

Y＜7天 1.5%

7天≤Y＜30天 0.1%

Y≥30天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

取。赎回费总额的100%归入基金财产。

四、备查文件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丰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丰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丰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附件：《公证书》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9日

2019年 2 月 1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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