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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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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情况：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补充通知分别于2019年4月29

日和4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2、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9日至2019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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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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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15:00至2019年5月20日

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戎女士；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37人，代表股份270,853,2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8.2139％，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2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70,811,46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8.2095%；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41,8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会议符合《公司法》的要求。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即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以外的

其他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0人（其中参加

现场投票的21人，参加网络投票的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2,361,718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2.746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1、《关于审议〈董事会2018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2,332,0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7％；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2、《关于审议〈监事会2018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2,332,0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7％；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3、《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2,332,0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7％；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4、《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2,332,0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7％；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5、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1％；反对

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2,332,1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8％；反对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8％；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6、《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2,332,0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7％；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7、《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68,298,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

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2,336,6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5％；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本议案关联股东高欣、翟雄鹰和梁元强回避表决。

8、《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2019年津贴标准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2,332,0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7％；反对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

9、《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2,332,0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7％；反对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

1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8,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7％；反对

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2,336,6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5％；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11、《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8,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

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2,336,7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6％；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陈杰、詹冰洁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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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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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京东方” ）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将第九届董事会组成、董事候选人提名、本次换届选举程序、

董事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九届董事会组成

根据现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应由12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4名，董

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3年。

二、董事候选人提名（董事候选人提名表样本见附件）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3%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八届董事会提名、薪酬、考核委员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

2、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1%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八届董事会提名、薪酬、考核委员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

3、重要说明

京东方自1993年创立至今，在创始人、董事长王东升先生的带领下，历经二十六年市场

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创新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半导体显示领域全球领先企业，在智慧物联、

智慧健康领域取得了快速突破，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永葆京东方“人才

辈出，基业长青” 的创新力、创造力和生命力，早在2000年，王东升先生就提出“打造第二代，

培育第三代”的人才梯队建设构想；2007年，公司经营团队的梯队结构初步形成。历经多年砥

砺成长，京东方已经炼就了一支年富力强，富有魄力，敢打必胜的优秀队伍。2016年5月，王东

升先生提出将CEO之职交予陈炎顺先生。三年来，在复杂的全球竞争市场环境下，CEO团队

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鉴于此，王东升先生认为京东方代际交替时机已成熟，提请不再参与

下一届董事提名，希望京东方在新一届董事会带领下创造更伟大的成绩。

董事会对王东升先生在京东方创立和发展历程中的卓越领导及巨大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对王东升先生身体力行于企业制度化建设和知行合一的远见卓识表示崇高敬意！

三、本次换届选举程序

1、本次换届选举提名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5月27日止；

2、提名人应在提名期内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考核委员会提名

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详见本公告第五条）。因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考核委员

会需对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公司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需要一定的时间，

提名期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考核委员会不再接收各方的董事候选人提名推荐。董事

会提名、薪酬、考核委员会同时自行在公司、控股（参股）企业以及人才市场搜寻董事人选；

3、提名期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考核委员会将对提名推荐的董事候选人及其自

行搜寻的董事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董事任职资格的被提名人，将由董事会提名、薪

酬、考核委员会提交公司董事会；

4、公司董事会根据提名、薪酬、考核委员会提交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

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公司在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后，及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6、本次换届选举股东大会预计将于两个月内召开（具体时间以董事会发布的召开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为准）。

四、董事任职资格

1、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以及从事本行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工作经验；

（2）具有开拓、创新、进取精神和能力；

（3）有较强的表达力、判断力和决策力；

（4）身体健康，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公司董事：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

行期满未逾5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

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7）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限尚未届满；

（8）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2、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1）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2）具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独立性；

（3）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则；

（4）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5）《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1）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

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2）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

东及其直系亲属；

（3）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

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4）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5）为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6）《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7）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五、提名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1、提名人提名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考核委员会提供下列文

件：

（1）董事候选人提名表（原件）；

（2）被提名董事候选人承诺书（原件）；

（3）被提名董事候选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4）被提名董事候选人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如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则

需提供独立董事培训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5）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2、若提名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1）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3）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4）持有公司股份及数量的说明材料。

3、提名人向公司董事会提名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本次提名推荐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1）如采取亲自送达方式，则提名人应在提名期内将相关文件送达至公司指定联系人处

方为有效。

（2）如采取邮寄方式，则提名人应在提名期内将相关文件传真至010-64366264，并经公

司指定联系人确认收到；同时，董事候选人提名表原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应在提名期内（以邮

戳时间为准）邮寄至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苏雪飞 王艺敏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010-64318888转

联系传真：010-64366264

联系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12号

邮政编码：100176

特此公告。

附件：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表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承诺书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0日

附件1：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表

提名人 提名人联系电话

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工作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类别：

□

董事

□

独立董事

是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

□

是

□

否

必要说明

是否与京东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京东方股份数量；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简历 （包括学

历、职称、详细

工作履历、兼职

情况等）

其他说明

(

如有

)

提名人： （盖章

/

签名）

提名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承诺书

本人 （正楷）同意被提名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并郑重承诺：

本人向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考核委员会提供的所有文件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

承 诺 人：_____________（签署）

日 期：_____________

证券代码：000725� � � � �证券简称：京东方A� � � � �公告编号：2019-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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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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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京东方” ）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将第九届监事会组成、监事候选人提名、本次换届选举程序、

监事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九届监事会组成

根据现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应由9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担任的

监事（以下简称“职工监事” ）不少于3名，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3

年。

二、监事候选人提名

1、股东监事候选人提名（股东监事候选人提名表样本见附件）

公司监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以上

的股东有权向第八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

2、职工监事候选人产生

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三、本次换届选举程序

1、本次换届选举提名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5月27日止；

2、提名人应在提名期内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提名推荐股东监事候

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因公司监事会需对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召开监事会确定监事

候选人名单，需要一定的时间，提名期满后，公司监事会不再接收各方的监事候选人提名推

荐；

3、提名期满后，公司监事会将召开会议，对提名的股东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股

东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监事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的

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5、本次换届选举股东大会预计将于两个月内召开（具体以董事会发布的召开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为准）。

四、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凡具有下述条款

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公司监事：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

满未逾5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监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7、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

8、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五、提名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1、提名人提名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监事候选人提名表（原件）；

（2）被提名监事候选人承诺书（原件）；

（3）被提名监事候选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4）被提名监事候选人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5）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2、若提名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1）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3）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4）持有公司股份及数量的说明材料。

3、提名人向公司监事会提名推荐股东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本次提名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1）如采取亲自送达方式，则提名人应在提名期内将相关文件送达至公司指定联系人处

方为有效。

（2）如采取邮寄方式，则提名人必须应在提名期内将相关文件传真至010-64366264，并

经公司指定联系人确认收到； 同时， 监事候选人提名表原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应在提名期内

（以邮戳时间为准）邮寄至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苏雪飞 王艺敏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010-64318888转

联系传真：010-64366264

联系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12号

邮政编码：100176

特此公告。

附件：1、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表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承诺书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5月20日

附件1：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表

提名人 提名人联系电话

被提名的监事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工作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是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

□

是

□

否

必要说明

是否与京东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京东方股份数量；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简历 （包

括学历、职称、

详细工作履历、

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如

有）

提名人： （盖章

/

签名）

提名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承诺书

本人 （正楷）同意被提名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

事候选人，并郑重承诺：

本人向公司监事会提供的所有文件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

承 诺 人：_____________（签署）

日 期：_____________

关于银河丰泰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2018年12月21日证监许可【2018】2126号文准予注册，银河丰泰3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6856，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9年5月9日开

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2019年5月31日。根据统计,�本基金募集期内募集金额已满足提前结

束募集的条件。

为了更好的保护持有人利益，做好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以及《银河丰泰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河丰泰3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银河丰泰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约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银河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自2019年5月21日（含当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

请，即本基金最后一个募集日为2019年5月20日。具体以本基金管理人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留

意。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galaxyasset.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咨询相关情况。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在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通定投业务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 )协商，自2019年5月21日起，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在中投证券开通定期定额业务，同时部分基金参加费率优惠活动。详情如下：

一、 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150005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

A

银河银富货币

A

150103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银泰混合

151001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稳健混合

151002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收益债券

150968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161505

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通利债券

161506

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银河通利债券

C

519654

银河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丰利债券

519655

银河现代服务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服务混合

519656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

A

519657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

C

519660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银河增利债券

A

519661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银河增利债券

C

519662

银河岁岁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银河回报债券

A

519663

银河岁岁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银河回报债券

C

519664

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银河美丽混合

A

519665

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银河美丽混合

C

519666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B

519667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A

519668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成长混合

519669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领先债券

519670

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行业混合

519672

银河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蓝筹混合

519673

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康乐股票

519674

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创新混合

519675

银河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银河泰利债券

A

519676

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强化债券

519677

银河定投宝中证腾讯济安价值

100A

股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银河定投宝腾讯济安指数

519678

银河消费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消费混合

519679

银河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主题混合

二、 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151001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稳健混合

151002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收益债券

150968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161505

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通利债券

519644

银河智联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智联混合

519654

银河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丰利债券

519655

银河现代服务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服务混合

519656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

A

519660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银河增利债券

A

519662

银河岁岁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银河回报债券

A

519664

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银河美丽混合

A

519667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A

519668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成长混合

519669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领先债券

519670

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行业混合

519671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

519672

银河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蓝筹混合

519673

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康乐股票

519674

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创新混合

519675

银河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银河泰利债券

A

519676

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强化债券

519678

银河消费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消费混合

519679

银河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主题混合

三、 定投及费率优惠活动规则

通过中投证券定期定额起始额度为100元。

投资者通过中投证券申购、定期定额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

率在该基金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最低

1折优惠，固定费用不打折。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20-0860� (免长途话费)

网站：www.galaxyasset.com

2、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008、95532

网址：www.china-invs.cn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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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19-25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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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13日，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2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及2018年7月17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有关决议公告。）

2019年5月20日，上述资金中20,000万元已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43� � � �证券简称：青海华鼎 公告编号：临2019-014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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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东精创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下称：“广东精创” ）收到政府一笔补助，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补助金额（万

元）

补助依据

1

广东精创

2019

年广州市“中国制

造

2025

”产业发展资金

（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

成本专题）：高成长企

业贷款补助项目

100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广州市“中国制造

2025

”产业发

展资金 （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专

题） 项目计划的通知》（穗工信函

〔

2019

〕

620

号）

合计 一 一

100

一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以上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确认为当期损益，预计对公司

2019年度的损益产生一定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183� � �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2019-032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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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有本公司股份1,420,94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358%）的股东徐蓉计划以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420,94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358%）。

相关交易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6个月内进行， 减持计划结束日期为

2019年5月19日。

● 截至2019年5月19日，徐蓉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期间已届满，在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期间，徐蓉未实施减持行为。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徐蓉

5%

以下股东

1,420,948 1.1358% IPO

前取得：

1,420,948

股

吴小翔

5%

以上第一大股

东

11,253,560 8.9954% IPO

前取得：

11,253,56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徐蓉

1,420,948 1.1358%

吴小翔之配偶

吴小翔

11,253,560 8.9954%

徐蓉之配偶

合计

12,674,508 10.1312%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徐蓉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徐蓉

0 0.00%

2018/11/

20～2019/5/

19

其他方

式

0－0 0.00

未完成：

1,420,

948

股

1,420,948 1.135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减持计划期间，徐蓉未实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5/21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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