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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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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行”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5月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5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一季度行长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99� � � �证券名称：长白山 公告编号：2019-018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董事长兼任控股股东副董事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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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王昆职务任免的通知》，通

知内容为根据实际控制人（长白山管委会）的人事任免意见，任命王昆先生为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免去王昆先生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据此，王昆先生现任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特此公告。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979�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2019-045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集体接待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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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

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19年四川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及“董秘值班周”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

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

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15:00至16:30。

届时公司的董事长张久龙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何非先生和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贺图林先生

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

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此外，公司在5月27日至5月31日期间，举办“董秘值班周” 活动，在此期间公司董秘将通过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场内简称：一带一路，场内代码：502013）、B类份额（场内简称：一带一B，交易代

码：502015）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波动。2019年5月20日，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指数分级基础份额在二级

市场的收盘价为1.305元，相对于当日1.094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19.29%；长盛中证申万一带

一路指数分级B类份额在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663元，相对于当日1.165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

达到42.75%。截止2019年5月21日，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指数分级基础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365元，明

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指数分级B类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758元，明显高于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公募产品不得进

行份额分级，应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进行整改规范，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如溢价买入可能

造成较大损失等。

2、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指数分级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

指数分级B类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指数分级B类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

于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基础份额参考净值和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场内简称：一带

一A，场内代码：502014）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指数分级B类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

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指数分级B类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

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3、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指数分级基础份额、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指数分级B类份额的交易价格，除

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

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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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

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

资期限和投资目标， 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 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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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25� � � �证券简称：跃岭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6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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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0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19-019）。 公司副总经理万士文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至2019年9月30日，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4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6%）；公司副总经理万坤先生计

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至2019年9月30日，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96,

15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4%）。

公司近日收到万士文先生、万坤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万士文先生、万

坤先生上述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

）

万士文 集中竞价

2019

年

5

月

20

日

10.48 144,000 0.06%

万 坤 集中竞价

2019

年

5

月

20

日

10.48 96,150 0.04%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万士文

合计持有股份

576,000 0.23% 432,000 0.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4,000 0.06%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432,000 0.17% 432,000 0.17%

万 坤

合计持有股份

384,600 0.15% 288,450 0.1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6,150 0.04%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288,450 0.11% 288,450 0.11%

注：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万士文先生、万坤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765� � � �证券简称：蓝黛传动 公告编号：2019-043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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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或“蓝黛传动” ）于2019年04月

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中远智投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818号），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或“本次重组”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04月30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

公司收到上述核准文件后及时开展标的资产过户相关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

已过户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为33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冠科技” ）

89.6765%股权，2019年05月20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台冠科技就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至公

司名下事宜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变更（备案）

通知书》（编号：2190301866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已将其持有的台冠科技89.6765%的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本次交易所涉

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持有台冠科技99.6765%股权。

（二）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完成后，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重庆蓝

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出售方及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 ）等交易文件的约定完成以下事项：

1、公司尚需按照《购买资产协议》的具体约定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该等新增股份尚需深

圳证券交易所核准上市。

2、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4.00亿元，公司将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

择机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并就向认购方发行的股份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和上市手

续。该事项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结果。

3、公司尚需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次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工商变更

登记或备案手续。

4、本次交易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等事项。

5、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本次重组涉及的新增股份发行及上市、承诺履

行等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涉及资产过户事宜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

为：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

理完毕，上市公司已合法有效的取得标的资产。

（二）律师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交易已经获

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具备实施标的资产过户的条件； 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标的资产已过户至蓝黛传动；蓝黛传动尚需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和上市、注册资本变更等手续。

三、备查文件

1、《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

的资产过户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

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3、台冠科技的股权变更证明文件。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48� � �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9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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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1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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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上午9:30至11:30，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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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15:00至2019年5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普宁市池尾街道塘边村塘边里东片168号高乐股份综合办公楼二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旭恩先生。

6、 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461,252,948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48.696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461,185,54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689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7,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71％。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

旭恩先生主持，公司的现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杨广城先生、杨其新先生因出差未出席会议；公司监事、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185,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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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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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516％。

（二）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185,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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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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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516％。

（三）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185,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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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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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516％。

（四）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185,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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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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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516％。

（五）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185,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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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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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516％。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用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185,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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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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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516％。

（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185,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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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4％；反对0股；弃权6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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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51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鲍金桥、司慧

3、结论意见：高乐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参加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19年5月22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内容。

四、备查文件

1、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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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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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现将红塔红土盛世

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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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9�年 4�月 16�日发布，大会

表决投票时间为 2019�年 4�月 22�日至 2019�年 5�月 16�日 17:00 （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

准）。2019年 5�月 20�日，在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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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东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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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2019年 4�月 19�日，本基金总份额为89,204,499.10份。本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75,332,544.12�

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8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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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持有人

大会（通讯方式）的召开条件。

会议审议了《关于调整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费率并修改基金合同

有关事项的议案》并由参加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75,332,544.1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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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持有人所持份额的100%，达到参加本

次会议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达到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经本基金托管人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1.0万元，律师费3.5万元，合计为4.5万元，由

基金财产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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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

过之日起生效。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 2019�

年 4�月 22�日起， 至 2019�年 5�月 16�日 17:00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根据 2019�年 5�月

20�日的计票结果,�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本次大会决议自 2019�年 5�月 20�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将

自该日起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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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

自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红塔红土盛世

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协议》进行修订，并将后续对《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予以更新。

2、方案的实施安排

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执行基金相关费率的调整事项， 将基金管理费年费率

由1.2%调整至1.0%，将基金托管费年费率由0.25%调整为0.20%。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的赎回费率由：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

Y

） 赎回费率

Y＜7

日

1.50%

7

日

≤Y＜30

日

0.75%

30

日

≤Y＜6

个月

0.50%

6

个月

≤Y＜1

年

0.20%

1

年

≤Y＜2

年

0.10%

Y≥2

年

0

注：1年指365天

修改为：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

Y

） 赎回费率

Y＜7

日

1.50%

7

日

≤Y＜30

日

0.75%

30

日

≤Y＜6

个月

0.50%

Y≥6

个月

0

注：一个月指30日

调整后的上述费率将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之日即 2019�年 5�月 22�日起生效实施，

本基金修订后的《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红塔红土盛世普

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自同日起生效，同时本基金管理人将后续对《红塔红土

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予以更新。

四、备查文件

1、《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公告》

附件一：《关于调整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费率并修改基金合同有

关事项的议案》

附件二：《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附件四：《关于调整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费率并修改基金合同有

关事项的说明》

2、《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关于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公证书》

3、《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关于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公证书》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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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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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9年5月21日14：00

2、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1号1幢23楼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鲜先念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79,124,6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1.71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79,070,0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1.707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4,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5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04,4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849,8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4,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50％。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124,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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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4,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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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124,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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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4,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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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124,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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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4,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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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124,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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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4,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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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124,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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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4,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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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124,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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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4,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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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00�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银证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274,8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49％；反对849,8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251％；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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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371％；反对849,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3.9629％；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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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8.00�关于2019年度预计新增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123,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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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2,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41％；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1659％；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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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议案。

议案9.00�关于公司2019年度取得开发用地总体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274,8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49％；反对849,8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251％；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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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371％；反对849,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3.9629％；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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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回平、高伟

3、结论性意见：财信发展 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审议事项、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关于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