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67� � �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2019-013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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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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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8,130,769.97 5,359,616,136.07 10.79%

营业利润 412,832,920.81 801,285,778.22 -48.48%

利润总额 411,671,095.20 801,887,077.52 -4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073,042.33 638,089,976.25 -46.39%

基本每股收益 0.31 0.58 -46.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9% 17.91% 下降9.4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384,180,674.28 6,298,805,910.04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219,471,172.65 3,855,090,284.68 9.45%

股本 1,111,201,000.00 1,128,451,000.00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8 3.42 11.1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稳定，产品销售情况良好，主要产品销量及价格均比去年同

期略有上升，全年实现销售收入59.3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79%；

2、报告期内，受国家环保政策影响，废纸进口额度持续收紧，整体废纸进口量较去年同

期大幅下降，行业内采购国内废纸以替代进口，国废需求量的上升使得平均采购价格高于去

年同期，同时为保证产品品质需在生产中添加部分木浆，使得原材料成本上升；根据《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

〔2018〕5号）， 自2018年8月23日12时01分起对包括公司进口美废在内的部分美国进口商品

加征25%关税，进口美废成本上升，对公司第四季度的成本形成较大影响；

3、为提高公司竞争力，公司在报告期内加大研发投入，全年投入研发费用约为2.02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约6,000万元，增长42.20%。

4、公司持股9.06%的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预计2018年度将出现亏损，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亿元到-1.1亿元，对该项投资公司以权益法进行核算，即根

据公司持股比例确认莎普爱思的净利润为投资收益，该公司的亏损也对公司2018年度的净利

润产生一定影响。有关莎普爱思业绩预亏的详细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 网 站 的 《2018 年 年 度 业 绩 预 亏 公 告 》 （http://static.sse.com.

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9-01-31/603168_20190131_1.pdf）。

5、上表中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指标变动主要原因：

以上原因综合导致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

每股收益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8.48%、48.66%、46.39%、46.55%。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了 《2018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0），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000万元至38,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初步测算的净利润为34,207.30万元， 与修正后的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

异。

四、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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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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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58� � �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号：2019-018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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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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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5,012,562.50 1,084,248,535.55 19.44%

营业利润 208,024,850.20 255,019,760.63 -18.43%

利润总额 207,929,962.98 254,504,543.14 -1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845,976.26 214,788,230.39 -16.7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 0.3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72% 11.95% -3.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903,449,451.07 2,198,704,196.19 3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124,083,628.37 1,891,146,571.13 12.32%

股 本 604,888,625.00 604,880,32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51 3.13 12.14%

注：上述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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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9,501.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9.44%。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为20,802.4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43%；利润总额为20,

793.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3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884.60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16.7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由于公司人员增加导致各项费用增长幅度较大，同时，

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导致研发费用增加， 从而导致上述财务数据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下

降。

（二）财务状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290,344.95万元，较年初增长32.05%，主要系公

司于2017年12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所致。

2、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12,408.36万元，较年初增长1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51元，较年初增长12.1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

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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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67� � �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2019一004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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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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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99,686.41 180,466,521.94 2.51%

营业利润 17,573,583.12 24,650,228.66 -28.71%

利润总额 13,186,304.87 22,720,044.43 -4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75,012.09 23,161,478.97 -46.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 0.17 -7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 3.10% -1.4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32,135,191.96 881,334,197.96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767,802,729.29 758,690,757.20 1.20%

股 本 231,132,000.00 135,960,000.0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32 5.58 -40.50%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18,499.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1%；营业利润1,757.3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8.71%；利润总额1,318.6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1.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237.5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6.57%。主要系①报告期公司为开拓市场，调动员

工的积极性，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的薪酬比上年同期有所增加；②报告期公司加大新产

品的开发，研发费用比上年同期有所增加；③公司因2016年4月23日公告的《重大资产重组报

告书》 中披露的重组对象浙江九好办公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与调查查实的数据不

符，存在虚假记载，构成信息披露违法被起诉，报告期计提的预计负债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2、报告期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0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0.59%，主要系报告期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影响所致。

3、报告期公司总资产93,213.5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76,780.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0%；股本23,113.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0.00%；公

司生产经营稳健,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10月23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58.07万元 至 2,316.15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37.50万元，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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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2018年审计工作报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32� � �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2019-004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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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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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048,662.12 1,712,208,976.17 -7.25%

营业利润 91,135,545.30 71,344,573.83 27.74%

利润总额 91,151,698.02 69,086,551.64 3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167,400.45 53,179,323.21 35.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766 0.1302 35.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2% 5.03% 1.5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976,547,457.53 1,824,346,471.17 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15,259,640.82 1,063,519,663.12 4.86%

股本（股） 408,548,455.00 408,548,45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7298 2.6032 4.86%

注：1、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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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167,400.45元，比上年增长35.71%，主要由于：

（1）本年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度减少，主要为公司提高资产管理水平，资产状况良好，无形资产、存货减值额低于上

年。

（2）本年研发费用较去年减少，主要为部分研发项目本年度主要模块研发完成，满足资本化条件要求，其相关研发

成本计入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2、财务状况说明

2018年年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1,976,547,457.53元，净资产为1,210,537,508.54元，股本为408,548,455.00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7298元，与上年期末相比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上升了8.34%、5.09%，相对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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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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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04� � �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2019010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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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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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567,874,706.14 9,197,846,207.67 14.90%

营业利润 1,093,996,301.83 715,714,787.09 52.85%

利润总额 1,074,320,214.12 687,618,612.93 5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2,721,192.52 511,273,116.41 0.2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5 0.25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5% 5.34% 0.0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6,473,388,185.49 29,481,398,970.81 -1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9,081,496,283.11 9,583,143,724.07 -5.23%

股本 2,034,827,685.00 2,034,827,68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4.46 4.71 -5.31%

备注：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一一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的要

求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了对陕西太白山秦岭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岭旅游” ）、广西大美大新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美大

新” ）的收购。秦岭旅游及大美大新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由于公司与秦岭旅游、大美大新

合并前后均受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因此公司对秦岭旅游、大

美大新的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报告期内，公司将秦岭旅游、大美大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

关规定，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本期经营业绩包含了秦岭旅游、大美大新的全年业绩，合并报

表期初数及比较报表的有关项目进行了调整。

1、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度，在医改政策和行业政策多变，汇率波动较大的情况下，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

应对，强化产品结构调整、精细化管理、市场拓展，使各项工作顺利开展。2018年，公司共计实

现营业收入1,056,787.4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7,002.85万元，同比增长14.90%� ；实现营业

利润109,399.6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7,828.15万元，同比增长52.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51,272.1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44.81万元，同比增长0.28%。

2、财务状况说明

2018年，公司期末总资产2,647,338.82万元，较去年期末减少了300,801.08万元，同比减少

10.20%。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908,149.63万元，较去年期末减少50,164.74�万元，同比

减少5.2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对比说明

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披露的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存在差异。

公司三季报中对2018年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变动幅度

15%-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8,409.14万元一66,027.73万元。本次业

绩快报经财务部门测算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1,272.12万元，较2017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790.56万元（未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报表追溯调整前净利润），

变动幅度为0.95%。

与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受子公司Swiss� Biological� Medicine� Group� Ltd（以

下简称“瑞士生物” ）商誉减值影响。公司于2016年3月完成瑞士生物的收购，并确认商誉13,

935.09万元。瑞士生物利润来源主要为其子公司Paracelsus� Klinik� Lustmühle� AG（以下简称

“瑞士医院” ）,瑞士医院为生物治疗领域的综合性生物治疗机构。由于受市场环境、人员变

动和医院维护等事项的影响，瑞士医院在2018年出现收入下降、人工成本增加、毛利下降从而

致使经营业绩较以前年度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出现了首次亏损。2018年瑞士生物实现营业收

入9,756.39万元（未经审计），实现净利润-1,595.43万元（未经审计），同比下降655.18%。鉴于

瑞士医院2018年度的经营情况，出于谨慎性原则，综合考虑行业环境变化、企业实际情况以及

未来规划，并基于目前资产组组合的可回收金额的测算情况，公司判断对收购瑞士生物形成

的商誉存在减值迹象，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拟对瑞士生物计提7,527.15万元商

誉减值准备。最终减值金额待审计、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后方可确定。

若不考虑子公司瑞士生物商誉减值影响，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8,799.27

万元。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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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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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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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停牌及复牌基本情况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陇科学” 或“公司” ）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上海宏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经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584，证券简称：西陇科学）自2018年2月5日开市起

停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筹划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2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14），公司

筹划事项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18�年3月 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7）， 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5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2018年3月10日、3月17日、3月24日、3月31日公司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4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公司股票自2018年4月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4月

13日、4月20日、4月27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停牌进展公告。

2018年5月3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

的议案》,同意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停牌时

间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6个月，详见2018年5月5日《西陇科学：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

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 并于5月12日、5月19日、5月26日披露了停牌进展公

告。

鉴于公司尚需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组的方案和细节进行进一步协商和论证， 本次交易

的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还需要一定时间,公司股票自

2018年6月1日开市起复牌并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并于 2018�年 6月1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公司股票复牌暨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54），6月15日、6月30日、7月14日、7月28日、8月11日、8月25日、9月8日、9月22日、

10月16日、10月30日、11月13日、11月27日、12月11日、12月25日、2019年1月10日、1月24日、2月

14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进行中。 前期尽职调查和审计工作正在有序进

行，交易各方正就交易方案进行论证与协商，但最终交易方案尚未达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并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10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三、风险提示

1、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最终方案尚未确定，且交易对手方与标的公司控股股东

协议约定的交易排他期已满，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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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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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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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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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489,809,642.96 3,305,218,530.48 5.58%

营业利润 91,054,984.54 102,474,504.22 -11.14%

利润总额 96,398,244.51 97,339,010.22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548,651.01 89,845,691.13 4.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 0.15 6.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8% 5.24% 0.1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507,876,864.84 2,482,978,929.43 4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782,517,104.91 1,696,970,242.70 5.04%

股本 585,216,422.00 585,216,42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05 2.90 5.17%

注：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89,809,642.96元，同比增长5.58%。

2、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利润91,054,984.54元，同比下降11.14%，主要是研发投入成本

增加。

3、2018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96,398,244.51元，同比下降0.97%。

4、2018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93,548,651.01元，同比增长4.12%。

5、2018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16元，同比增长6.57%；公司净资产收益率5.38%，同比增

长0.14%。

6、2018年度，公司总资产同比增加41.28%，主要系流动资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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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披露的业绩

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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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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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28日

关于增加唐鼎耀华为嘉实旗下基金代销机构

并开展定投、转换业务及参加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唐鼎耀

华”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自2019年2月28日起，增加唐鼎耀华为嘉实旗下开放式基

金代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范围

嘉实债券、嘉实价值优势混合、嘉实深证基本面120ETF联接A、嘉实深证基本面120ETF

联接C、嘉实黄金（QDII-FOF-LOF）、嘉实信用债券A、嘉实信用债券C、嘉实中创400ETF联

接A、嘉实中创400ETF联接C、嘉实优化红利混合、嘉实全球房地产（QDII）、嘉实纯债债券

A、嘉实纯债债券C、嘉实中证500ETF联接A、嘉实美国成长股票（QDII）-人民币、嘉实医疗

保健股票、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嘉实环保低碳股票、嘉实创新成长混合、嘉实智能汽车股票、

嘉实沪港深精选股票、嘉实文体娱乐股票A、嘉实文体娱乐股票C、嘉实优势成长混合、嘉实研

究增强混合、嘉实农业产业股票、嘉实物流产业股票A、嘉实物流产业股票C、嘉实新能源新材

料股票A、嘉实新能源新材料股票C、嘉实新添华定期混合、嘉实沪港深回报混合、嘉实前沿科

技沪港深股票、嘉实稳华纯债债券、嘉实富时中国A50ETF联接A、嘉实富时中国A50ETF联接

C、嘉实新添丰定期混合、嘉实医药健康股票A、嘉实医药健康股票C、嘉实金融精选股票A、嘉

实金融精选股票C、嘉实资源精选A、嘉实资源精选C、嘉实瑞享定期混合、嘉实致盈债券合计

45只基金。

注：（1）嘉实债券、嘉实信用债券A、嘉实信用债券C、嘉实纯债债券A、嘉实纯债债券C、

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嘉实稳华纯债债券实施限制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投申购）业务。

（2）嘉实新添华定期混合、嘉实新添丰定期混合、嘉实瑞享定期混合的定期开放申赎业务遵

循其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

二、基金开户、申购等业务

自2019年2月28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唐鼎耀华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具体的

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唐鼎耀华的规定为准。（特别说明除外）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2019年2月28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唐鼎耀华开办上述基金（不包括嘉实新添华定期混

合、嘉实新添丰定期混合、嘉实瑞享定期混合）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申请方式

（1）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投资者，须先开立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凡申请办理嘉实黄金（QDII-FOF-LOF）、嘉实瑞享定期混合“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中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

（2）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唐鼎

耀华申请办理此项业务。

2、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9：30-15：00。

3、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与唐鼎耀华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申购

申请日（T日）。

4、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唐鼎耀华就上述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

购）金额，每只基金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100元起（含100元）。

5、扣款方式

（1）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申购开

放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2）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

6、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T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T+1日（其中嘉实黄金（QDII-FOF-LOF）、嘉实全球房地产（QDII）、嘉实美国成长股票

（QDII）-人民币为T+2日内），投资者可在T＋2日（其中嘉实黄金（QDII-FOF-LOF）、嘉

实全球房地产（QDII）、嘉实美国成长股票（QDII）-人民币为T+3日）到唐鼎耀华查询相应

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7、“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信息，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及相关凭证通过唐鼎耀华申请办理业务变更手续；

（2）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通过唐鼎

耀华申请办理业务终止手续；

（3）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唐鼎耀华的有关规定。

四、基金转换业务

自2019年2月28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唐鼎耀华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具体转换规则请

参考上述基金开放日常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五、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唐鼎耀华交易享有费率优惠，优惠期限以唐鼎耀华的公告为准。优惠活动或

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唐鼎耀华最新公告为准。

六、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详情：

1.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19号国际大厦A座1503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10号2栋236室

法定代表人 张冠宇 联系人 王丽敏

电话 010-85932810 传真 010-59200800

网址 http://www.tdyhfund.com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网址：www.jsfund.cn� 。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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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增持股份进展暨增持计划延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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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一致行动人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投资）基于对公司当前投资价

值的认可及对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决定对公司实施增持。决定自2018年8月28日起6个月内

在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未设置价格区间，增持总金额1-5亿元人民币。

●增持计划的实施及延长情况：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2月27日， 中船投资按照其增持

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24,874,697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80%。为

更好的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中船投资经审慎考虑决定将本次增持计划延长6个月期限，即增

持计划期限由2019年2月27日完成延长至2019年8月27日前完成。除此之外原增持计划其他内

容不变。

●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

到位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2019年2月27日，公司收到中船投资《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增持中国船舶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延长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中船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中船投资，中船投资为中船集团全资子公司。

（二）增持主体已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增持前，增持主体中船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0股，占比0%。

截至2019年2月27日，中船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4,874,697股，占公司总股本1.80%。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原因及目的

中船投资基于对公司当前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 决定对公司实施

增持。

（二）增持股份的种类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三）增持数量及金额

拟增持股份的总金额为1-5亿元人民币（含截至本报告日已增持股份）。

（四）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 中船投资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二级市场整体趋

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2018年8月28日起12个月内（原计划为自2018年8月28日起6个月内）。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中船投资本次拟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中船投资股份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

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增持前，中船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0股，占比0%；中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705,360,666

股，占比51.18%；

增持后，自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2月27日，中船投资按照其增持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24,874,697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80%；中船集团及中船投

资共同持有公司股份730,235,363股，占比52.99%。

五、增持计划延长的原因及具体安排

鉴于对行业复苏迹象、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为更好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中船投资经

审慎考虑决定将本次增持计划延长6个月期限，即增持计划期限由2019年2月27日完成延长至

2019年8月27日前完成。除此之外原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

六、其他重要事项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中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

规定，持续关注中船投资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

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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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