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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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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市漕宝路509号上海华美达广场新园酒店B楼3楼兴园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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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18,412,22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228,662,78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89,749,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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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08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1.447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2609

其中：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关于承接巴基斯坦塔尔煤田一区块煤矿项目EPC

合同的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需回避

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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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于本公司董事长因工作安排冲突不能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推选执

行董事兼总裁黄瓯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主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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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长郑建华先生、执行董事朱兆开先生、非执行董

事李安女士、独立非执行董事褚君浩先生、习俊通先生均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周国雄先生、监事会副主席华杏生先生、

职工监事袁胜洲先生、张艳女士均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伏蓉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需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通过。其中第九项议

案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回避表决。各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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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8,580,386 99.9991 82,401 0.0009 0 0.0000

H股 488,190,464 99.6817 0 0.0000 1,558,974 0.3183

普通股合计： 9,716,770,850 99.9831 82,401 0.0008 1,558,974 0.0161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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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8,580,386 99.9991 82,401 0.0009 0 0.0000

H股 488,188,464 99.6817 0 0.0000 1,558,974 0.3183

普通股合计： 9,716,768,850 99.9831 82,401 0.0008 1,558,974 0.0161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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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8,580,386 99.9991 82,401 0.0009 0 0.0000

H股 488,188,464 99.6817 0 0.0000 1,558,974 0.3183

普通股合计： 9,716,768,850 99.9831 82,401 0.0008 1,558,974 0.0161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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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8,580,386 99.9991 82,401 0.0009 0 0.0000

H股 488,188,464 99.6817 0 0.0000 1,558,974 0.3183

普通股合计： 9,716,768,850 99.9831 82,401 0.0008 1,558,974 0.0161

5、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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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8,568,686 99.9990 94,101 0.0010 0 0.0000

H股 489,747,4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18,316,124 99.9990 94,101 0.001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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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8,580,386 99.9991 82,401 0.0009 0 0.0000

H股 489,747,4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18,327,824 99.9992 82,401 0.000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确认2018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及批准2019年度公司

董事、监事薪酬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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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8,580,386 99.9991 82,401 0.0009 0 0.0000

H股 489,747,4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18,327,824 99.9992 82,401 0.000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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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8,568,686 99.9990 94,101 0.0010 0 0.0000

H股 487,104,464 99.4603 1,084,000 0.2213 1,558,974 0.3184

普通股合计： 9,715,673,150 99.9718 1,178,101 0.0121 1,558,974 0.0161

9、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承接巴基斯坦塔尔煤田一区块煤矿项目EPC合同的关联交易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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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700,981 99.9854 82,401 0.0146 0 0.0000

H股 489,747,4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55,448,419 99.9922 82,401 0.0078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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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1,649,455 99.8156 17,013,332 0.1844 0 0.0000

H股 252,034,272 51.4621 237,713,166 48.537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463,683,727 97.3789 254,726,498 2.621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19-2020年度公司与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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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7,193,214 99.8757 82,401 0.0009 11,387,172 0.1234

H股 489,747,4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06,940,652 99.8820 82,401 0.0008 11,387,172 0.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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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议案

565,689,281 99.9834 94,101 0.0166 0 0.0000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确

认 2018年度公司董

事、 监事薪酬及批准

2019年度公司董事、

监事薪酬额度的议案

565,700,981 99.9854 82,401 0.0146 0 0.0000

10

关于公司2019年对外

担保的议案

548,770,050 96.9930 17,013,332 3.007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9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回避表决。根

据上述各项议案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各项决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数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合法、有效。

律师：陈辉宇、姚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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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1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

份额折算业务期间暂停申购、赎回、

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6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

基金主代码 5020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 ）、《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

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9年6月14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6月1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9年6月14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9年6月1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6月14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 本基金将以2019

年6月14日为折算基准日为该日日终登

记在册的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A类份

额、 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份额办理定期

份额折算业务。 为保证折算业务办理期

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 基金管理人决定

于2019年6月14日以及2019年6月17日暂

停本基金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份额（基

础份额）的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9年6月18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19年6月18日

恢复赎回日 2019年6月18日

恢复转换转出日 2019年6月18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9年6月18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将于2019年6

月17日办理完毕， 因此基金管理人决定

于2019年6月18日起恢复易方达国企改

革分级份额的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

换转出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 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A 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02006 502007 502008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赎回、转换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 -

注：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份额场内简称“国企改革” ，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A类份额场内

简称“国企改A” ，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B类份额场内简称“国企改B”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场内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份额可通过场内

进行申购、赎回，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场外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份额只可进行

场外申购、赎回；下属分级子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A类份额与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B类份

额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可单独进行申购或赎回。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份额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情况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

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881� 8088（免长途

话费）。

（3）本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发布公告，自2019年2月22日起，暂停本基金在全部销售机

构的大额申购及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

资）本基金的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于2019�年4�月8�日发布公告，自2019�年4月9日起，恢复

办理本基金在直销机构1000元以上的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 于2019年3月8日发布公告，自

2019年3月8日起暂停本基金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份额的跨系统转托管（场外转场内）业务。

具体详见相关公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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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者关注相关风险以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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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1日

关于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

公告

根据《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易方达国企改革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以2019年6月14日为折算基准日，办理定期份

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以每个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作为折算基准日，若距

离上一次基金份额折算不满3个月则可不进行折算。据此，本基金本次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

日为2019年6月14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A类份额（即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

“国企改A” ，场内代码502007）、基础份额（即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份额，场内简称“国企改

革” ，场内代码502006，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额）。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A类份额和基础份额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净值计算规则进行净值计算。在基金份额

折算前与折算后，A类份额和B类份额（即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B类份额，场内简称“国企改

B” ，场内代码502008）的份额配比保持1：1的比例。

在折算时，A类份额的累计约定应得收益，即A类份额每个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超出本金1.0000元部分，将折算为场内基础份额分配给A类份额持有人。

基础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2份基础份额将按1份A类份额获得新增基础份额的分配。其

中，持有场外基础份额的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基础份额的分配，持有场内

基础份额的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基础份额的分配。 经过上述份额折算，A

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和基础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各类份额定期份额折算时，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一）A类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前后A类份额的份额数量不变，即

（二）B类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不改变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及其份额数。

（三）基础份额

折算后，基础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按如下公式计算：

场外基础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去，

余额计入基金财产；场内基础份额、A类份额折算成的新增场内基础份额数保留到整数位（最

小单位为1份），不足1份的零碎份加总后并保留至整数位（最小单位为1份），按各个场内份

额持有人零碎份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向相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记增1份，直到所有零碎份的

合计份额分配完毕。如登记结算机构业务规则有变化，以其最新规定为准。

（四）举例

假设在本基金成立后某个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当天折

算前基金资产净值为14,950,000,000元。当天场外基础份额、场内基础份额、A类份额、B类份额

的份额数分别为50亿份、20亿份、30亿份、30亿份。定期份额折算前，每份A类份额的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为1.0700元，且未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1)定期份额折算的对象

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A类份额和基础份额，即分别为30亿份和70�亿份。

＝ 3,000,000,000×[� (1.0700－1.0000)/� 1.1150� ]

＝ 188,340,000(份)

A类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基础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 份)，余额计入

基金财产。因此， A类份额持有人新增场内基础份额合计为188,340,000份；折算完成后A类份

额仍为30亿份。

(3)基础份额

场外基础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外基础份额的份额数按如下方式计算：

＝ 2,000,000,000×[� (1.070-1.0000)/(2×1.1150)� ]

＝ 62,780,000(份)

即场内基础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基础份额的份额数为62,780,000份。

定期份额折算后场内基础份额的份额数

＝ 定期份额折算前场内基础份额的份额数＋新增场内基础份额的份额数

＝ 2,000,000,000+62,780,000

＝ 2,062,780,000(份)

在实施定期份额折算时，A类份额与基础份额折算的具体计算过程及计算结果以基金管

理人届时发布的折算结果公告为准。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9年6月14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下同）、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转换及份额配对转换业务；A类

份额、B类份额及场内基础份额正常交易。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础份额的基金份

额净值、A类份额与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以及用于计算基础份额、A类份额新增份额

的份额折算比例。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9年6月17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

购、赎回、转托管、转换及份额配对转换业务，A类份额及场内基础份额全天停牌，B类份额正

常交易。当日，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9年6月18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

份额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一般情况下，A类份额及场内基础

份额将于该日开市起复牌。自该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

和跨系统转托管（场内转场外））、转换及份额配对转换业务。上述安排如有调整，基金管理

人将另行发布公告，具体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五、重要提示

（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2019年6月18日即时行情显示的A类份额的

前收盘价将调整为2019年6月17日A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由于

A类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且折算前的收盘价在扣除上一运作周年约定收益

后，与A类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故2019年6月18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

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2019年6月18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场内基础份

额的前收盘价将调整为2019年6月17日基础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元）。由

于场内基础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且折算前的收盘价与折算后次日前收盘

价可能有较大差异，故2019年6月18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三）本基金A类份额上一运作周年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场内基础份额分配给

A类份额的持有人，而基础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A类份额持有人预

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四）A类份额和场内基础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基础份额数保留至整数位 （最小

单位为1份），不足1份的零碎份加总后保留至整数位（最小单位为1份），按各个场内份额持

有人零碎份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向相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记增1份，直到所有零碎份的合计

份额分配完毕。持有较少A类份额数或场内基础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

基础份额的可能性。

（五） 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资

格，而投资者只能通过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因此，如果投资者通过不

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购买A类份额，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则折算新增的基础份额无

法赎回。投资者可以选择将新增的基础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后赎回，

或者选择在二级市场卖出。

（六）本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发布公告，自2019年2月22日起，暂停本基金在全部销售机

构的大额申购及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

资）本基金的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于2019年4月8日发布公告，自2019年4月9日起，恢复办理

本基金在直销机构1000元以上的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于2019年3月8日发布公告，自2019年3

月8日起暂停本基金易方达国企改革分级份额的跨系统转托管（场外转场内）业务。具体详见

相关公告。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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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者关注相关风险以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八）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

com.cn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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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1日

股票代码:600126� � � � �股票简称:杭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一041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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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609,374,995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6月1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核准情况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杭钢股份” ） 于2015年11月24日收到中国

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648号），核准公司“向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发行497,707,

527股股份、向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发行524,274,236股股份、向浙江杭钢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67,078,348股股份、向浙江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发行3,968,621股股份、向富春有限公司发行109,

073,048股股份、向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62,604,511股股份、向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控股有限公司发行25,442,72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30,303,024股新股募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股份登记情况

2016年6月1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新增股份发

行和登记工作，确认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数量为468,749,995股，

增发后公司股份数量为2,597,837,756股。

（四）锁定期安排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对象和限售期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锁定期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13,636,363

36个月

浙江天堂硅谷久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3,106,060

新疆同和君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757,575

杭州富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287,878

杭州金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818,181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2,196,969

钢钢网电子商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946,969

合计 468,749,995

注：杭州钢铁集团公司于2017年12月更名为“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8年 5月25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同意公司以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股份总数2,597,837,756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 779,351,327股。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已于2018

年7月16日实施完毕，转增后公司总股份增加至 3,377,189,083�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形成的限售股股数由468,749,995股同比例增至609,374,995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转增前的限售股数量（股） 转增后的限售股数量（股）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13,636,363 147,727,272

浙江天堂硅谷久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3,106,060 160,037,878

新疆同和君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757,575 98,484,848

杭州富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287,878 86,174,242

杭州金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818,181 73,863,63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2,196,969 41,856,060

钢钢网电子商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946,969 1,231,060

合计 468,749,995 609,374,995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承

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杭钢股份发行的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

让，之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交易完成后6

个月内如杭钢股份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

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之较高者，在此期间内，杭钢股份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

调整，下同），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杭钢股份股票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则本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杭钢股份发行的股

份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根据浙江天堂硅谷久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同和君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杭州富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金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钢钢网电子商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期

的承诺》，浙江天堂硅谷久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同和君浩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杭州富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金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钢钢网电子商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中认购的杭钢股份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止公告日，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久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疆同和君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富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

金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钢钢网电子商务（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仅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限售股上市流通）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上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中信证券对本次杭钢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事项

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609,374,995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6月17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47,727,272 4.37 147,727,272 0

2

浙江天堂硅谷久融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60,037,878 4.74 160,037,878 0

3

新疆同和君浩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8,484,848 2.92 98,484,848 0

4

杭州富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6,174,242 2.55 86,174,242 0

5

杭州金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3,863,635 2.19 73,863,635 0

6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856,060 1.24 41,856,060 0

7

钢钢网电子商务（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

1,231,060 0.04 1,231,060 0

合计 609,374,995 18.04 609,374,995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47,727,272 -147,727,272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61,647,723 -461,647,723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09,374,995 -609,374,995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2,767,814,088 609,374,995 3,377,189,08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767,814,088 609,374,995 3,377,189,083

股份总额 3,377,189,083 - 3,377,189,083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申请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1899� � �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19一053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增发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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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190829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

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资料补充和问题回复，现将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增发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公司将按照要求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

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公开增发A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进展

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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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17� � � � �公告编号：2019-049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澳大利亚

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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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东众生睿创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生睿创” ）收到由澳大利亚专利局（IP� Australia）颁发的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Hydroxyl� purine� compounds�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羟基嘌呤类化合物及其

应用）

专利号：2015330490

专利申请日：2015年09月22日

专利权人：广东众生睿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该专利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众生睿创用于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创新药物

ZSP1601项目的化合物专利， 属于该项目的核心专利。ZSP1601是国内第一个获得临床试验批

件并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用于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创新药物，目前处于I期临床

研究阶段。ZSP1601项目化合物核心专利目前已获得包括南非、美国、新西兰、俄罗斯、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的专利授权，ZSP1601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逐渐完善。

本次专利授权不会对公司短期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898� � � � �证券简称：赛隆药业 公告编号：2019-039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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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公司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医药研发中心于近日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专利权人：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医药研发中心

证书号：第3386647号

发明名称：一种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和米力农的复合物及其用途

专利号：ZL201610621612.1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16年07月29日

授权公告日：2019年05月24日

该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上述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从而增强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大成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A、C类份额增加部分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服务协议及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2019年6月11日起，投

资者可以通过以上机构办理大成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A、C类份额（A类基金代码：007297、C类基金代码：007298）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

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以上机构相关规定。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www.cs.ecitic.com

2、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http://sd.citics.com/

3、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90-8826

网址：www.citicsf.com

4、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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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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