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6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614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6月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 ）和《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

称“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2019年6月11日

赎回起始日 2019年6月11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6月11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9年6月11日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始日 2019年6月11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A 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143 006144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

换、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办理时间

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正常交易日设为开放日，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午9：30-下午3：00。具体以销售网

点的公告和安排为准。

本基金的定投业务的办理时间与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业务发展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在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办

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通过非直销销售机构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元；

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柜台（目前仅对机构投资人开通）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00元，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是人民币1,000元。各销售机构对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需同时遵循该销售

机构的相关规定。（以上金额均含申购费）。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但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

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2�申购费率

3.2.1�前端收费

（1）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

对于A类基金份额，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柜台申购的特定投资群体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

申购费率。

特定投资群体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依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依法制定的企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

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包括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以及可以投资基金

的其他社会保险基金。如将来出现可以投资基金的住房公积金、享受税收优惠的个人养老账户、经养老基金监管

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将其纳入特定投资群体范围。

特定投资群体可通过本基金直销中心柜台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特

定投资群体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机构，并按规定予以公告。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柜台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特定投资群体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M（元）（含申购费）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M＜100万 0.12%

100万≤M＜300万 0.08%

300万≤M＜500万 0.04%

M≥500万 1,000元/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M（元）（含申购费）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M＜100万 1.20%

100万≤M＜300万 0.80%

300万≤M＜500万 0.40%

M≥500万 1,000元/笔

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多次申购，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金额所对应的费率。

（2）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3.2.2�后端收费

本基金尚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变更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

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基

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销售费率，或

针对特定渠道、特定投资群体开展有差别的费率优惠活动。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基金份额单笔赎回或转换不得少于10份（如该账户在该销售机构

托管的本基金余额不足10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或转出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

管的基金余额不足10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人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各销售

机构对赎回份额限制有其他规定的，需同时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4.2�赎回费率

（1）本基金赎回费率见下表：

持有时间（N） A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N＜7日 1.50% 1.50%

7日≤N＜30日 0.10% 0.50%

N≥30日 0% 0%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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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持有期少于30日（不含）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收取赎回费用全额

计入基金财产。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变更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

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基

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销售费率，或

针对特定渠道、特定投资群体开展有差别的费率优惠活动。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5.1.1基金转换费用构成

基金转换费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以及相应的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

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具体计算如下：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当转入基金的适用申购费率高于转出基金的适用申购费率时，将收取申购费补

差，当转入基金的适用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转出基金的适用申购费率时,�不收取申购费补差。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具体各基金的赎回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hsqhfunds.com）查询。

5.1.2转换份额计算公式

基金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金额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补差费用 =�转入基金申购费 -�转出基金申购费（如计算所得补差费用小于0，则补差费用为0）

其中：

转入基金申购费 =� 转入金额/（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若转入基金申购费适用固

定费用时，则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入基金固定申购费）

转出基金申购费 =� 转入金额/（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若转出基金申购费适用固

定费用时，则转出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固定申购费）

净转入金额 =�转入金额 – 补差费用

净转入份额 =�净转入金额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1： 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50000份转换为恒生前海沪港深新兴产业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假设某投资者在某销售机构购买了5万份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A，至T日其持有期满7天未超过

30天，现拟在T日全部转换为恒生前海沪港深新兴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T日，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A的净值为1.1000，赎回费率为0.1%，适用申购费率为1.2%；恒生前海

沪港深新兴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净值为1.2000，T日该销售机构的适用申购费率为1.5%。则计算如下：

转出金额 =� 50,000� ×1.1000� =� 55,000元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55,000� ×0.1%� =� 55元

转入金额 =� 55,000�– 55� =� 54,945元

转入基金申购费 =� 54,945/（1+1.5%）× 1.5%� =� 812.00元

转出基金申购费 =� 54,945/（1+1.2%）× 1.2%� =� 651.52元

补差费用 =� 812.00�–651.52� =� 160.48元（补差费用大于0）

净转入金额 =� 54,945�–160.48� =� 54,784.52元

净转入份额 =� 54,784.52/1.2000� =� 45.653.77份

例2： 恒生前海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50000份转换为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假设某投资者在某销售机构购买了5万份恒生前海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至T日其持有期

未满一年但超过7天，现拟在T日全部转换为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A。

T日，恒生前海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净值为1.1000，赎回费率为0.5%，适用申购费率为

1.2%；恒生前海中证质量成长低波动指数A的净值为1.2000，T日该销售机构的适用申购费率为1.2%。则计算如下：

转出金额 =� 50,000� ×1.1000� =� 55,000元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55,000� ×0.5%� =� 275元

转入金额 =� 55,000�– 275� =� 54,725元

转入基金申购费 =� 54,725/（1+1.2%）× 1.2%� =� 648.91元

转出基金申购费 =� 54,725/（1+1.2%）× 1.2%� =� 648.91元

补差费用 =� 648.91–648.91� =� 0元（不收取补差费）

净转入金额 =� 54,725�– 0� =� 54,725元

净转入份额 =� 54,725/1.2000� =� 45,604.17份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转换业务规则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同时代理转出基金及转入基金的销售。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 的原则提交申请，基金转换遵循

“先进先出” 的原则。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已经冻结

的基金份额不得申请基金转换。

对于基金分红，权益登记日申请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该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该次分红权益。

（2）可转换的基金

本公司开通了本基金与旗下恒生前海沪港深新兴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332）、恒生

前海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702）、恒生前海恒锦裕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

额和C类份额（006535、006536）之间的转换业务。后续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请参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本基金 A/C�类基金份额不支持相互转换。

（3）转换限额

本基金单笔转换申请的最低份额为10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如投资者在单个

销售网点持有单只基金的份额不足招募说明书所示时，需一次性全额转出。

（4）交易确认

转入的基金持有期自该部分基金份额登记于注册登记系统之日起开始计算。 转入的基金在赎回或转出时，

按照自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出确认日止的持有时段所适用的赎回费率档次计算其所

应支付的赎回费。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2日。

6�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

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

方式。

目前本公司直销机构暂不支持定投业务。

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的时间及费率优惠活动以销售机构的安排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销售机

构或本公司的有关公告。

7� �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直销机构

本公司位于深圳的直销中心。

7.1.2�场外非直销机构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仅A类基金份额）、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

源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国

银河证券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

上述销售机构如有变更，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本公司相关公告。

7.2�场内销售机构

无。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2019年6月11日起，本公司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有关的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

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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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

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20-6608进行咨询；也可至本公司网站www.hsqhfunds.com了

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50� � � �证券简称：*ST康得 公告编号：2019-123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交所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24号问询函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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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康得新）于2019年1月1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 24� 号，下称：《问询函》），公司对相关

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后，应监管要求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如下：

2019年1月15日，你公司披露2018年度第一、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到期兑付存在不确定性的特别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合计15亿元兑付存在不确定性。2019年1月16日，你公司披露2018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应于2019年1月15日兑付，公司未能按照约定偿付本息10.4亿元，已构成实质违约。同时，我部

关注到，2019年1月15日， 有自媒体报道你公司子公司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康得新光

电” ）自2019年1月11日起由张家港保税区管委会指定张家港保税区援顺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代收代付相应账款。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认真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

1、根据你公司披露的2018年三季报，截至2018年9月30日，你公司账面货币资金150.14亿元，请以列表方式补

充说明你公司货币资金存放地点、存放类型、是否存在抵押/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如存在，请说明权利受限

的具体原因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1）存放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下称：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的货币资金情况

关于存放于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的货币资金情况，公司已分别于2019年5月7日公告的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239号的回复及2019年5月11日公告的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244号的回复中予以说明。

（2）存放于除北京银行西单支行以外的其他货币资金情况

截至2019年5月20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除北京银行西单支行以外的货币资金存放情况详见附件一。

2、请结合你公司货币资金抵押/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说明你公司存在大额货币资金但未能按期兑付

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息以及2018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存在不确定性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自

查说明你公司货币资金等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存在财务造假情形。

回复：

（1）公司存在大额货币资金但未能按期兑付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息以及2018年度第二期超短期

融资券兑付存在不确定性的原因及合理性

导致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息以及2018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无法兑付主要原因是， 公司主要

账户被司法冻结无法对外支付，且前述存放于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的大额货币资金网上银行显示余额与实际可用

余额存在巨大差异，公司现任董事会对前述货币资金存放的合理性已经提出了质疑，并指示管理层做进一步的

核查，公司管理层已经向证监会和银保监会进行投诉，并向北京银行西单支行发出商务函，同时公司正在积极准

备采取法律手段以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2）公司货币资金等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存在财务造假情形

经公司自查， 公司的2015年、2016年、2017年度财务报表所列报表的货币资金数据与会计师事务所向相关银

行取得的函证中所记载显示的数额一致。公司 2018年年报发布后，公司对货币资金等财务报表项目持续自查，但

由于相关人员离职或失联，业务资料交接缺失，部分银行相关工作人员配合意愿较差，且公司目前正在配合相关

监管部门进行调查，尚不能排除存在个别工作人员违反内控制度进行违规操作的可能性。

3、请自查你公司货币资金相关内控措施的执行情况，自查你公司印章管理情况，并请结合你公司主要供应

商、客户、参股公司、联营公司等主体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等

情形，自查是否存在大股东资金占用或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请说明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范大股东资金占用

及违规担保等方面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及运行情况。

回复：

（1）公司货币资金相关内控措施

2010年10月、11月， 公司已制定了《财务制度》、《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

《内部审计制度》等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制度。但在公司过去的治理中，因管理不到位，导致以上制度措施存

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成立以来，重新梳理了公司的内部治理制度，在进行自查的同时强调内

部治理制度的重要性，并持续贯彻、进一步强化相关制度的执行力度。经公司自查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康得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得投资集团）与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签订的《现金管理业务合作协议》，违反了公司《银行

存款管理制度》第6.12条规定的企业开设（/注销）账户的审批程序，此条规定未能得到有效执行的原因在于，实

际控制人同时担任了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实际控制了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公司印鉴。

（2）公司印章管理情况

根据公司2010年11月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第9条，公司应依据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经营特点，建立印章使用

管理、票据领用管理、预算管理、资产管理、担保管理、资金借贷管理、职务授权及代理人制度、信息披露管理、信息

系统安全管理等专门制度。

新一届董事会成立以来，严格按照授权权限对公司及分子公司的印章进行管理，并由专人负责，用章必须履

行审批流程并登记备案，纠正公司过往对内部治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并将持续贯彻印章使用管理制度，进

一步强化执行力度。

（3）是否存在大股东资金占用或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

1．关于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况

（1）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的存款

根据《现金管理业务合作协议》，康得投资集团与康得新及下属3家子公司的账户可以实现上拨下划功能；因

此，康得投资集团有机会从其自有账户提取公康得新及下属3家子公司账户上拨的款项。但是，由于康得新及下

属3家子公司自己账户的对账单并不反映账户资金被上拨的信息，也没有内部划转的原始材料，所以公司及3家

子公司无法知悉是否已经发生了与康得投资集团的内部资金往来。公司不排除公司资金通过《现金管理业务合

作协议》被存入康得投资集团及其关联人控制的账户的可能性，关于北京银行西单支行存款的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9年5月7日公告的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239号的回复及2019年5月11日公告的对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244

号的回复。

（2）关于中国化学化学赛鼎宁波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化学赛鼎）支付的采购设备货款

2019年5月8日，公司收到的中国化学赛鼎回函称，中国化学赛鼎了解到，设备供应商收到货款后已直接或间

接将该批货款汇入控股股东康得投资集团账户。中国化学赛鼎称，康得投资集团书面回复中国化学赛鼎，供应商

已将预付款转付给康得投资集团，康得投资集团将该等货款暂借给康得新。针对中国化学赛鼎的说明，公司展开

严格自查，截至本函出具之日，康得新未收到过任何康得投资集团给付的采购委托协议项下退款，公司亦未从康

得投资集团获知关于该等预付款已经退回给康得新的任何形式的确认或者支付凭证。鉴于公司目前未收集到其

他确凿的相关证据，出于谨慎考虑，公司董事会不排除控股股东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针对前述问题，目前公司仍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待相关信息和证明资料获取完整时，公司不排除会采取法

律手段以维护公司利益。公司将持续关注、推进此事项的进展，如有进展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

2.未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对外担保

公司已于2019年5月30日公告的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253� 号的回复中对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予以说明，详

见公告：2019-114。

（4）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范大股东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等方面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及运行情况

公司已制定 《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专项制度》（2010年11月）、《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

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10年11月）、《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10年11月）等相关内部制度。但在公司过去

的治理中，因管理不到位，公司未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做到与控股股东保持独立性，其原因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及其相关工作人员违反公司内控制度使用公司印鉴；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相关工作人员违反内控制度隐瞒需要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的交易；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相关工作人员违反内控制度超越权限决策相关交易。

针对上述原因，公司目前已经采取的整改措施如下：

1.�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改组，优化了公司治理结构；

2.�公司进行了组织机构调整，优化内部组织及各部门职责，努力纠正可能存在于公司管理中的资产及财务

混同问题；

3.�严格按照授权权限对公司及分子公司的印章进行管理、并由专人负责，用章必须履行审批流程并登记备

案；

4.�根据公司章程及内控制度，梳理并系统完善了经营审批权限管理制度，重点就对外担保、资金划拨使用设

置了审批流程；

5.�公司建立了内部廉洁自律工作小组，监督违反内控制度的行为，并就已发现的涉嫌刑事责任的案件向当

地公安部门报案，申请立案侦查。

此外，公司拟采取的整改措施还包括：

1.� 责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全体管理人员、财务人员、销售人员及采购人员认真学习《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制度；

2.�公司将对公司所有内控制度进行核查，并会同第三方中介机构从专业角度和实际情况对内控制度进行更

新，提高内控制度的可行性，完善公司内控措施；

3.�公司将持续落实违反内控制度的惩罚机制，特别是针对日常采购销售业务、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事宜。

采取以上整改措施的时间表如下：

序号 整改事项 具体时间 负责部门

1. 相关人员学习上市公司内控及信息披露制度 自2019年6月-2019年12月 证券部

2. 检查、完善内控制度 自2019年6月-2019年12月 证券部

3. 持续落实违反内控制度的惩罚机制 集中检查自2019年6月-2019年12月

廉洁自律工作小

组

4、 请说明康得新光电自2019年1月11日起由张家港保税区管委会指定张家港保税区援顺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代收代付相应账款的原因和具体运作情况，以及该事项对康得新光电生产经营的影响。

回复：

（1）原因

自2018年第四季度以来，公司受宏观金融环境及销售回款缓慢等诸多因素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出现暂时性

困难，且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的存款资金无法对外支付导致上述两期超短期融资券无法按期还本付息，出现部分

债权人冻结公司银行账户、查封公司资产的情形，其中公司主要账号被冻结。

为保障公司保持正常生产经营并维护公司与客户、供应商等合作伙伴的顺畅合作，在康得新光电的委托下，

经张家港市政府同意，由张家港保税区管委会指定张家港保税区援顺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从2019年1月11日起代收

代付康得新光电相应的款项。

（2）具体运作情况

经张家港市政府同意，由张家港保税区管委会指定，张家港保税区援顺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8日与

康得新光电签订了《委托代收代付协议书》，康得新光电因维护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委托张家港保税区援顺企

业服务有限公司代为收取康得新光电应收的款项；并约定张家港保税区援顺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根据康得新光电

生产经营的需求，按照康得新光电提供的委托支付清单支付生产经营所必须的费用；张家港保税区援顺企业服

务有限公司承诺不挪用、侵占康得新光电的代收代付款项。

（3）对康得新光电生产经营的影响

康得新光电委托张家港保税区援顺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代收代付款项是经张家港市政府同意，由张家港保税

区管委会指定，为维护康得新光电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采取的措施。张家港保税区援顺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仅

根据《委托代收代付协议书》的约定根据康得新光电的委托代收代付委托款项，不影响康得新光电对相应代收

代付款项的所有权等其他财产性权利，可以保障康得新光电的持续经营。

5、请说明就上述两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事项后续拟采取的应对和解决措施。

回复：

（1）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已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如期参加了持有人会议并对持有人会议决议进行了答复，具体工作进展情况详

见公告：2019-094。

（2）后续工作安排

鉴于公司未能于2019年3月31日前偿付应付本息，关于公司后续工作安排如下：

1.�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定，公司将通过多种途径努力筹措偿债资金，尽快完成兑付；

2.�公司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和募集说明书中的相关规定，做好

后续信息披露工作，披露后续违约处置进展。

6、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于2019年3月2日完成换届后， 为帮助公司早日摆脱困境回归发展正规并引进战略投资者

以及生产合作伙伴，新任董事会成员及管理层聘请了专业人士，包括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注册会计师、执业律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在前述专业人士的配合下，董事会和管理层依法合规地开展清产核资、纾困自救、债务重组、

起诉应诉等大量工作，详述如下。

（1）自查公司运营情况。组织独立的中介机构对公司开展清产核资，包括但不限于：a.组织咨询机构及评估

师对公司资产开展自查及估值；b.组织会计师对公司货币真实性、应收账款真实性进行专项核查；c.组织财务顾问

和会计师对公司短期资金需求进行测算。

（2）自主开展纾困和推进重组。新任董事会成员及管理层在行业、战略、法律、财务等方面持续推进公司的自

主纾困与重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a.积极为公司寻找战略投资人，并与潜在战略投资者保持沟通；b.积极为公司

寻找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合作伙伴；c.组织资产管理公司、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注册会计师、执业律师及评估

师等专业人士持续研讨债务重组方案及引入战略投资者方案。

（3）自我纠错，保障公司运行独立性及生产经营持续性。a.新任董事会成员及管理层在公司内部开展全面业

务梳理，对各部门业务发展情况与负责人进行沟通，并在此基础上调整组织架构，调整人员及岗位配置，努力纠

正可能存在于公司治理中个别的人员及财务混同问题，保持公司与控股股东康得投资集团之间的独立性；b.与员

工进行沟通安抚，确保安全及稳定生产；c.与核心客户供应商进行接洽，确保核心客户及供应商的稳定。

（4）采取起诉应诉等法律行动及沟通协商等自力救济手段，主动追回公司资产，并避免公司损失进一步扩

大。a.与地方政府、银行以及债权人进行磋商沟通；b.与产生诉讼纠纷的银行及相关机构进行沟通协调，并积极应

诉；c.积极接洽公司境外资产管理人，收回境外投资；d.针对有关单位违规造成公司资金损失的行为，积极采取法

律行动；e.与相关监管部门沟通个别单位违规造成公司货币资金损害的行为。

特此回复。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0日

附件一：康得新及其下属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附件一：康得新及其下属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除北京银行西单支行）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除北京银行西单支行）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浙商银行北京分行 ***2860 RMB 活期 无

2. 招商银行张家港支行 ***0909 RMB 活期 无

3. 汇丰银行北京分行 ***6011 RMB 活期 无

4. 上海银行北京分行 ***8751 RMB 活期 无

5.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2386 RMB 活期 无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万德庄支行 ***0102 RMB 活期 无

7.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8641 RMB 活期 无

8. 招商银行天津分行万德庄支行 ***0301 RMB 活期 无

9.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0818 RMB 活期 无

10. 中信银行回龙观支行 ***3311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11. 南京银行西坝河支行 ***0019 RMB 期权账户 无

12. 农行海淀支行营业部 ***3470 RMB 活期 无

13. 中国银行张家港支行 ***9588 RMB 活期 无

14. 工商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3980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15. 上海浦东发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 ***0344 RMB 活期 无

16. 江苏苏宁银行总行营业部 ***2085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1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5255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18. 兴业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 ***5845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19. 南京银行西坝河支行 ***0159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0. 农行昌平支行沙河分理处 ***5365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1. 建行张家港港城支行 ***1495 RMB 中票账户 无

22. 华夏银行知春路支行 ***4892 RMB 活期 无

23. 江苏银行张家港支行 ***1013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4. 中信银行张家港支行 ***1055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5. 包商银行北京分行 ***0010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6. 渤海银行天津华苑支行 ***0133 RMB 活期 无

27. 恒丰银行北京分行 ***0170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8. 工商银行上海市宝钢国贸支行 ***9746 RMB 活期 无

29. 工商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0976 RMB 活期 无

30. 南京银行西坝河支行 ***0087 RMB 活期 无

31. 广东发展银行大望路支行 ***0657 RMB 活期 无

3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8575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33. 农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0986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34. 江西银行张家港支行 ***0066 RMB 活期 无

35. 华夏银行中关村支行 ***0232 RMB 活期 无

36.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2413 RMB 活期 无

37.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德胜门支行 ***3834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除北京银行西单支行）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中国建设银行港城支行 ***0376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 中国建设银行港城支行 ***1856 USD 活期 银行冻结

3. 中国建设银行港城支行 ***1842 EUR 活期 银行冻结

4. 中国建设银行港城支行EUR ***1842 EUR 核查账户 银行冻结

5. 交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5790 USD 活期 银行冻结

6. 交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银行内部户无账号 USD 美元结算户内部户 划转银行内部户

7. 华夏银行北京知春支行 ***0141 RMB 活期 银行冻结

8. 中国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0351 RMB 缴税户(国税） 司法冻结

9. 中国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 ***7745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10. 中国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 ***4966 RMB 贷款专户 银行冻结

11. 中国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 ***0823 EUR 贷款专户 银行冻结

12. 中国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 ***9329 EUR 活期 司法冻结

13. 中国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 ***3496 USD 活期 司法冻结

14. 中信银行张家港支行 ***8302 USD 活期 司法冻结

15. 上海银行张家港支行 ***6586 RMB 活期 无

16. 上海银行学院南路支行 ***9997 RMB 活期 无

17. 上海银行张家港支行 ***6928 RMB 结汇专户 无

18. 上海银行张家港支行 ***6238 USD 活期 无

1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 ***0213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支行 ***1199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支行 ***0244 USD 活期 司法冻结

2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支行 ***0244 USD 美元贷款户 银行冻结

2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 ***0301 RMB 活期 银行冻结

2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 银行内部户无账号 RMB 专用户 划转银行内部户

2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 ***0310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6. 工商银行保税区支行 ***5959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7. 工商银行保税区支行 ***1174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8. 工商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8091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9. 工商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4215 USD 活期 银行冻结

30. 农商行保税区支行 ***9788 RMB 活期 银行冻结

31. 农商行保税区支行 ***7588 USD 活期 银行冻结

32. 中国民生银行张家港分行 ***4658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33. 中国民生银行内部户 银行内部户无账号 RMB 专用户 划转银行内部户

34. 光大银行张家港支行 ***8086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35.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0598 RMB 活期 银行冻结

36.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内部户 银行内部户无账号 RMB 专用户 划转银行内部户

37.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二期

项目工程的农民工保证金户）

***1749 RMB

二期项目工程的农

民工保证金户

银行冻结

38.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支行 ***8184 USD 活期 银行冻结

39.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支行 银行内部户无账号 USD 专用户 划转银行内部户

40. 南洋商业银行苏州分行内部户 银行内部户无账号 RMB 专用户 划转银行内部户

41. 渣打银行北京支行 ***5122 RMB 活期 扣押

42. 渣打银行北京支行 ***5123 USD 活期 扣押

43. 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9653 RMB 活期 扣押

44. 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9656 USD 活期 扣押

45. 宁波银行张家港分行 ***5593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46. 宁波银行张家港分行(内部户） 银行内部户无账号 RMB 专用户 划转银行内部户

47. 宁波银行张家港分行 ***2459 RMB 专用户 司法冻结

48.

宁波银行张家港支行（RMB外债结汇专

户）

***2933 RMB 贷款专户 司法冻结

49. 宁波银行张家港分行 ***4836 USD 活期 司法冻结

50. 国开行苏州分行（RMB贷款户） ***0000 RMB 专用户 无

51. 国开行苏州分行 ***0000 RMB 活期 无

52. 国开行苏州分行 ***0000 USD 活期 无

53. 国开行苏州分行（USD贷款户） ***0000 USD 专用户 无

54. 国开行苏州分行 ***0000 JPY 活期 无

55. 苏州银行张家港支行 ***0100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56. 包商银行北京分行 ***4317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5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2802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58.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

业部

***0001 RMB 活期 无

59. 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0171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60. 浙商银行张家港支行 ***1963 USD 活期 司法冻结

61. 浙商银行张家港支行 ***9338 RMB 活期 银行冻结

62. 浙商银行张家港支行 ***9203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63. 招商银行张家港支行 ***0903 RMB 活期 银行冻结

64. 招商银行张家港支行 ***2203 USD 活期 无

65.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 ***7145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66.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4583 RMB 活期 银行冻结

67. 彰化银行（台湾办事处）新台币 ***7000 TAW 活期 无

68.

交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募集资金专

户（1.02亿项目募集资金二期专户）

***2030 RMB 募集资金专户 司法冻结

69.

中国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1.02亿项目

募集资金二期专户）

***2003 RMB 募集资金专户 司法冻结

70.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长椿街支行募集资金

户（1.02亿项目募集资金二期专户）

***4194 RMB 募集资金专户 银行冻结

71.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1.02

亿项目募集资金二期专户）

***6868 RMB 募集资金专户 银行冻结

8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3D

项目募集资金三期专户）内部户

银行内部户无账号 RMB 募集资金专户 划转银行内部户

82.

厦门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1.02亿项目

募集资金三期专户）

***3927 RMB 募集资金专户 银行冻结

83.

华夏银行北京知春支行（1.02亿项目募

集资金三期专户）

***1228 RMB 募集资金专户 司法冻结

84.

中国建设银行港城支行监管户(3D项目

募集资金三期专户）

***0439 RMB 募集资金专户 银行冻结

85.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3717 RMB 募集资金定存专户 司法冻结

86.

厦门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七天通知存款

（1.02亿项目募集资金三期专户）

***1668 RMB 募集资金定存专户 司法冻结

87.

厦门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七天通知存款

（1.02亿项目募集资金二期专户）

***1881 RMB 募集资金定存专户 司法冻结

88.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理财

（1.02亿项目募集资金三期专户理财）

理财无账号 RMB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 无

89. 工商银行张家港保税区保证金户 ***8013 RMB 保证金 司法冻结

90. 工商银行张家港保税区保证金户(USD） 保证金账号随机 USD 保证金 无

9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金港支行保证金户 保证金账号随机 RMB 保证金 无

92. 光大银行张家港支行保证金户 ***9487 RMB 保证金 无

93.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支行保证金户 保证金账号随机 RMB 保证金 无

94.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支行保证金户

(USD）

银承保证金账号随机 USD 保证金 无

95.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银承保

证金（6个月定存）

银承保证金账号随机 USD 保证金 无

96.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银承保

证金（一年定存）

银承保证金账号随机 USD 保证金 无

97.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银承保

证金

银承保证金账号随机 RMB 保证金 无

98. 宁波银行张家港支行保证金 保证金账号随机 RMB 保证金 无

99. 浙商银行张家港支行保证金池 ***7528 RMB 保证金 无

100. 广发银行张家港支行保证金 保证金账号随机 RMB 保证金 无

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除北京银行西单支行）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张家港支行 ***2615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2. 中国工商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0765 EUR 活期 银行冻结

3. 中国工商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4291 EUR 活期 划转银行内部户

4. 中国工商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9413 RMB 活期 划转银行内部户

5.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6618 USD 活期 无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张

家港分行

***4658 RMB 活期 无

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支行 ***0163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张

家港金港支行

***0446 USD 活期 司法冻结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

行

***9429 RMB 活期 无

1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6732 GBP 活期 无

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

区支行

***0512 USD 活期 银行冻结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

支行营业部

***3481 USD 活期 划转银行内部户

13. 交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5711 USD 活期 银行冻结

14. 中国工商银行张家港市支行 ***0765 RMB 活期 银行冻结

15.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0191 RMB 活期 无

16. 中国工商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7444 USD 活期 银行冻结

17.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学院南路支

行

***0076 RMB 活期 无

18.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税区支行

***3888 RMB 活期 无

19. 张家港农商银行 ***1388 USD 活期 无

2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张

家港分行

***0115 USD 活期 无

2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5633 RMB 活期 无

2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5440 RMB 活期 无

23. 华商银行深圳分行 ***0986 RMB 活期 长期不用，冻结

24. 渤海银行天津华苑支行 ***0187 RMB 活期 无

25.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9639 EUR 活期 无

2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张家港

支行

***0505 RMB 活期 无

北京康得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除北京银行西单支行）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农行昌平支行营业部 ***1206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503199.25�元

2. 建行张家港港城支行 ***5484 RMB 活期 无

3. 包商银行北京分行 ***0010 RMB 活期 无

4. 中信银行回龙观支行 ***3237 RMB 活期 无

5. 中信银行回龙观支行 ***0391 USD 活期 无

6. 广发银行大望路支行 ***0062 RMB 活期 无

7. 平安银行中关村支行 ***3002 RMB 活期 无

8. 平安银行中关村USD ***7002 USD 活期 无

9. 北京银行中科园支行 ***0028 RMB 活期 无

10. 工行海淀支行 ***4617 RMB 活期 无

11. 南京银行西坝河支行 ***0932 RMB 活期 无

12. 上海银行北京分行 ***9215 RMB 活期 无

13. 南京银行西坝河支行 ***0692 USD 活期 无

14. 厦门银行中关村支行 ***2367 RMB 活期 无

15. 大连银行丰台支行 ***0205 RMB 流贷（短期借款） 无

16. 大连银行丰台支行 ***0499 RMB 活期 无

17. 华夏银行知春支行 ***4881 RMB 活期 无

18. 华夏银行知春支行 ***6059 USD 活期 无

19. 中信银行 ***0302 EUR 活期 无

20. 中信银行 ***0448 USD 活期 无

康得新光学膜材料（上海）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

验区分行

***3798 RMB 活期 无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中山

南路支行

***1297 RMB 活期 无

3.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张杨支行 ***0214 RMB 活期 无

4. 上海银行自贸试验区分行营业部 ***0398 RMB 活期 无

5. 上海银行自贸试验区分行营业部 ***0401 RMB 资金池专用户 无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张

家港金港支行

***0002 RMB 活期 无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

验区分行

***14839 USD 美元账户 无

南通康得新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农行如皋中山东路支行基本户 ***6666 RMB 活期 无

2. 建行如皋北门分理处一般结算户 ***9999 RMB 活期 无

3. 建行如皋支行美元户 ***4038 USD 活期 无

4. 建行张家港港城支行一般结算户 ***6399 RMB 活期 无

5. 工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一般结算户 ***5835 RMB 活期 无

6. 浦发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 ***0026 RMB 活期 无

8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3D

项目募集资金三期专户）

***0369 RMB 募集资金专户 司法冻结

72.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内部户 银行内部户无账号 RMB 募集资金专户 划转银行内部户

73.

南洋商业银行苏州分行募集资金专户

（1.02亿项目募集资金二期专户）

***2057 RMB 募集资金专户 扣押

74.

国开行苏州分行（1.02亿项目募集资金

二期专户）

***0000 RMB 募集资金专户 司法冻结

75.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1.02亿项

目募集资金二期专户）

***2475 RMB 募集资金专户 银行冻结

76.

中国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3D项目募集

资金三期专户）

***7318 RMB 募集资金专户 司法冻结

77.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3D项

目募集资金三期专户）

***5365 RMB 募集资金专户 银行冻结

78.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内部户 银行内部户无账号 RMB 专用户 划转银行内部户

79.

交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3D项目募

集资金三期专户）

***4476 RMB 募集资金专户 司法冻结

江苏康得新智能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中国银行张家港金港支行 ***5880 RMB 活期 无

2. 中国工商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9912 RMB 活期 无

3. 中国建设银行张家港港城支行营业部 ***0412 RMB 活期 无

上海玮舟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中国银行上海张江支行 ***5663 RMB 活期 无

2. 中国银行上海张江支行 ***0433 USD 活期 无

3. 招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张扬支行 ***0213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广东康得新窗膜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黄石支行 ***5566 RMB 活期 无

2. 中国建设银行广州黄石路支行 ***0014 RMB 活期 无

深圳新网众联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8505 RMB 活期 无

2.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上沙支行 ***8686 RMB 活期 无

苏州康得新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中国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营业部 ***7678 RMB 活期 无

2. 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新城支行 ***6425 RMB 活期 无

上海康得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安支行 ***0204 RMB 活期 无

张家港康得新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1794 RMB 活期 无

深圳康得新智能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南支行 ***8069 RMB 活期 无

北京新世景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北京银行奥运村支行 ***4625 RMB 活期 无

南京视事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珠江路支行 ***0202 RMB 活期 无

康得新（新加坡）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星展银行离岸 ***7011 RMB 活期 无

2.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5201 RMB 活期 无

3. 星展银行 ***5018 USD 活期 无

4. 渣打银行新加坡分行 ***1328 USD 活期 无

5.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4301 USD 活期 无

6. 农业银行新加坡分行 ***1421 USD 活期 无

7. 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 ***2494 USD 活期 无

8. 星展银行 ***8013 EUR 活期 无

9.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9201 EUR 活期 无

10. 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 ***2529 EUR 活期 无

11.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5001 SGD 活期 无

12. 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 ***2461 SGD 活期 无

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韩国分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企业银行Heungdeok�Branch ***1-016 KRW 活期 无

2. 企业银行Heungdeok�Branch ***1-031 KRW 活期 无

3. 企业银行Heungdeok�Branch ***0016 USD 活期 无

新创卓智企业有限公司（NEW�WISE�BRILLIANCE�ENTERPRISE�CO.,�LTD）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星展银行新加坡分行 ***1013 USD 活期 无

2. 星展银行新加坡分行 ***4019 EUR 活期 无

智得卓越企业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汇丰银行香港分行 ***6838 USD 活期 无

2. 汇丰银行香港分行 ***6838 HKD 活期 无

智得卓创企业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 ***0568 USD 活期 无

2.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 ***0555 HKD 活期 无

玮舟实业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香港汇丰银行 ***7-838 HKD 活期 无

2. 中国银行香港银行 ***816-5 USD 外汇宝 无

智得卓智企业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 ***4761 USD 活期 无

新智国际企业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华侨银行新加坡分行 ***1301 USD 活期 无

康得新（美国）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M&T ***9737 RMB 活期 无

KDX�Silicon�Valley�Inc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Bank�of�American ***6252 USD 活期 无

康得新-雷丁欧洲汽车设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KDX-Roding�Europe�Auto�Mobile�Design��Center）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中国银行 ***3788 EUR 活期 无

康得新欧洲复合材料研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KDX�Europe�Composites�R&D�Center�GmbH）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 ***4426 EUR 活期 无

智得国际企业有限公司(TOP�WISE�INTERNATIONAL�ENTERPRISE�LIMITED)货币资金存放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别 存放类型 权利受限情况

1. 上海银行北京分行NRA账户 ****2978 RMB 活期 无

2. 光大银行香港分行 ****4350 RMB 活期 无

3.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6736 RMB 活期 无

4. 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分行NRA ****1407 USD 活期 无

5. 光大银行香港分行 ****4350 USD 活期 无

6.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6736 USD 活期 无

7. 中国工商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 ****4521 USD 活期 无

8.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2183 HKD 活期 无

9. 工商银行香港分行 ****4282 HKD 活期 无

10.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6736 EUR 活期 无

11.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6736 GBP 活期 无

12. 交通银行香港分行 ****1326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13. 交通银行香港分行 ****1326 USD 活期 司法冻结

14. 交通银行香港分行 ****1326 HKD 活期 司法冻结

15.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 ****5655 HKD 活期 司法冻结

16.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 ****8067 RMB 活期 司法冻结

17.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 ****8067 USD 活期 司法冻结

18.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 ****8067 EUR 活期 司法冻结

19.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 ****8067 JPY 活期 司法冻结

20. 渣打银行香港分行 ****0003 USD 活期 司法冻结

21. 渣打银行香港分行 ****6940 EUR 活期 司法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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