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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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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8,730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550号）的核准，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无锡农商行”或“无锡银行” ）于2016年9月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184,811,482股，发行的股票于2016年9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后总股

本为1,848,114,814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所涉7名股东持有限售股合计为2,

158,730股，将于2019年7月23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发生变化。本公司于2018

年1月30日公开发行了3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无锡转债” ，代码110043）。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32号文同意，“无锡转债” 已于2018年3月1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无锡转债” 转股期为2018年8月6日至2024年1月30日。截至2019年7月16日，因“无

锡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本公司股本增加了141,330股，总股本增加至1,848,256,144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上市流通所涉及的股份，自本人所持无锡银行股份登记在股东名

册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由无锡银

行收购上述股份。

本次申请上市的股份自2016年7月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 在公司2016年9月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办理股份登记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已对上述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份进行了

锁定，截至目前，上述股东股份登记在册已达36个月。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158,73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无锡晓湧投资有限公司

1,216,933 0.07 1,216,933 0

2

沈耀明

365,079 0.02 365,079 0

3

无锡永昌水刀科技有限公司

211,640 0.01 211,640 0

4

吴文鸽

121,693 0.01 121,693 0

5

史春晓

121,693 0.01 121,693 0

6

鲍琴玉

97,353 0.01 97,353 0

7

唐希越

24,339 0.00 24,339 0

合计

2,158,730 0.12 2,158,730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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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持有股份

6,160,383 6,160,383

2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43,335,569 243,335,569

3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602,181,811 -1,428,573 600,753,238

4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80,327,176 -730,157 179,597,019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32,004,939 -2,158,730 1,029,846,20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

股（首发）

816,109,875 2,158,730 818,268,605

A

股（可转债转股）

141,330 141,33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16,251,205 2,158,730 818,409,935

股份总额

1,848,256,144 1,848,256,144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无锡银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以及股

东承诺的内容；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

承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无锡银行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信建投对无锡银行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

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66�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19-059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工业大麻提取及应用工程建设项目实施进展

暨签订土地购买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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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概述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在美国投资建设“工业大麻提

取及应用工程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本项目” ），涵盖工厂和研发中心两部分，预

计总投资约4.02亿元。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9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项目详情请参阅公司2019年5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inifo.com.cn）的《关于拟在美国投资建设工业大麻提取及应用工程建设项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

本项目已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 并于2019年6月20日取得其下发的

《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桂发改外资［2019］611号），备案通知书有效期2年。

二、项目选址进展情况

（一）背景情况

近段时间以来，公司管理层及全资子公司Layn� USA,Inc.团队积极开展项目选址工作，通

过充分考察和比较了多个候选地区的资源优势、交通便利、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税务、劳动

力市场、土地价格、工业园区配套等方面，并在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协助下开展了积极

的调查、 沟通、 协商、 谈判等工作， 最终选择了位于River� Ridge� Commerce� Center, �

Jeffersonville,� Indiana（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市“RRCC” ）工业园区的一地块作为本

项目的建设用地。

RRCC官网显示，RRCC成立于1998年，位于俄亥俄河沿岸，占地面积约6,000英亩，是一

个世界级的商业和制造业园区。目前，RRCC进驻了包括亚马逊、柯林斯航空、和硕联合科技

在内的30多家公司，涵盖食品饮料、汽车、信息技术、物流等行业，这些入驻公司雇佣了近1万

名员工，年经济产值23亿美元，贡献税收3,260万美元。

（二）土地购买合同签订情况

2019年7月17日 （北京时间），Layn� USA,Inc.（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统称 “买方” ）与

River� Ridge� Development� Authority（RRDA，该地授权运营机构，以下简称“卖方” ）签订了

《PURCHASE� AND� SALE� AGREEMENT》（土地购买合同， 以下简称 “合同” 、“本合

同” ）以及相关附件，合同及附件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标的：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市RRCC工业园区的一地块（以下简称

“项目用地” ），面积约24.62英亩（约148亩，以实际测量为准）。

2、合同标的金额：总价约210万美元（按6.90汇率，合约人民币1,443万元）。

3、合同生效日期：自最后一方签署合同并注明日期之日起生效。

4、成交日期：买方应在生效日期后150个自然日内，或在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日期，完成

本合同约定的项目用地购买行为。

5、支付条款：合同签订后3天内，买方向产权代理公司预付10万美元初始保证金，存放于

托管账户中。

6、 买方尽职调查期： 买方应在合同生效日期后90天内对项目用地进行必要的研究和调

查，包括岩土工程和环境检查，挖掘试验孔、挖掘沟渠和钻孔等。

7、卖方开发义务：在成交日期后60天内，卖方负责项目用地的供水和污水管道等公共设

施的安排，并协助买方获得电力、燃气和电信服务；卖方还应在成交日期之前，按附件中的要

求和标准填充项目用地上的蓄水池坑并经过验证。

8、买方施工要求及开发标准：买方应建造总面积不小于10万平方英尺（合约9,290平方

米）的建筑用于初步开发。基于业务的需求以及未来扩展的需求，买方应按照附件中约定的

标准施工，并符合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市的分区法和条例。

9、其他相关内容：合同及附件还约定了保证金、产权保险，建设期限，卖方回购权，房地产

税，地产评估，双方保证，争议的解决，项目用地的配置情况，卖方的契约、条件和限制等内容。

三、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1、近期公司已经与一家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该公司境内外均有业务）签订了一份

《Engineering� Services� Agreement》（工程服务协议）， 为公司提供美国工业大麻项目建设的

咨询规划服务，提交包含工艺流程图、物料平衡、初步总平面图及立面图、自动化控制策略、公

用工程系统说明、工业设备表、产品生产标准、设备采购策略等内容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时

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文件。

2、本次土地购买合同签订后，公司将积极的联合相关中介机构开展该项地块的尽职调查

工作，建设地址的确定为公司如期开展美国工业大麻工厂和研发中心的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目前关于该项目的各项工作正在按照既定计划积极推进中，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B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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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指数分级B类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1.452元，相对于当日1.249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16.25%。截止2019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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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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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内简称：一

带一路，场内代码：50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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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

汇添富经典成长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7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经典成长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经典成长定开混合（场内简称：经典成长）

基金主代码

50106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

年

12

月

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汇添富经典成长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9

年

7

月

9

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2053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

元）

77,990,007.88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10

份基金份额）

0.54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

2019

年度第

2

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9

年

7

月

23

日

除息日

2019

年

7

月

23

日（场外）

2019

年

7

月

24

日（场内）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9

年

7

月

25

日（场外）

2019

年

7

月

30

日（场内）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处于封闭期，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

征收所得税。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自2019�年7月19日至7月23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自2019年7月24日起，本

基金恢复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本公司将于2019年7月25日将本基金的场内现金红利款足额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收到

相应款项后， 在2019年7月26日闭市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的现金

红利款划付给指定的证券公司。投资者可在红利发放日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其持有的现金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保管，不计息。一旦投资者办理指定交易，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结算系统即自动将尚未领取的现金红利划付给指定的证券公司，投资者可在办理指定交易后

的第二个交易日领取现金红利。

关于本基金的场内份额现金分红的计算方法等有关事项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

3、本基金场外现金红利款将于2019年7月25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4、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

高基金投资收益。本基金分红后，受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出现基金净值低于初始面

值的风险。

5、咨询办法

（1）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99fund.com或guitai@htffund.com。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918。

（3）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

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8日

(上接B113版)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抗生素制剂、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除疫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仅限渭南地区）、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罂粟

壳、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计生用品、消毒用品、日化用品、杀虫剂、洗涤用品、预包装食

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农副产品、五金百货、劳保用品的销售；药品信息咨询服务；医

药技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仓储保管；装卸服务；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渭南九州通正元医药有限公

司70%的股权，渭南九州通正元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1,276.91万元、净资产4,065.54万元；2019年1-3月实

现销售收入6,063.45万元、净利润127.40万元。

（四十一）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无锡市蠡园经济开发区创意产业园滴翠路100号6号楼 3楼、8号楼2楼

2、注册资本：4,08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戴胜辉

4、经营范围：药品的批发（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Ⅱ、Ⅲ类医疗器械的销售（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日用杂货、化妆品、消

毒用品、电动保健设备的销售；营养健康咨询服务；科技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贸易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50.98%的股权，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全权委托经营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36,365.60万元、净资产4,411.61万元；2019年1-3月实

现销售收入15,111.17万元、净利润389.80万元。

（四十二）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春路27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彭振林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一类、二类、三类)、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限第二类）、建筑电器、工业电器、建筑材料、电线电缆销售；医疗技术服务、

医疗设备租赁；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医药及物流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日用百货销售；会务服务；仓储服务；物业管理；保健食品经营（批

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医疗用毒性药品定点经营（批发）；蛋白同化制剂、肽

类激素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托盘、垫板销售；五金、办公用品、计算机及辅

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维修；消毒用品、化妆品批发兼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

司100%股权，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39,146.27万元、净资产12,182.52万元；2019年1-3月实

现销售收入14,661.91万元、净利润-12.00万元。

（四十三）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基地工业二路299号10幢10801室和10804

2、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 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体外诊断试剂、生物制品（疫苗

除外）、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计生用品、第一、二、三

类医疗器械、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医药中间体、药用辅料、化工产品和化学试剂（易制毒、危险品、监控化

学品除外）、玻璃仪器、化妆品、日用百货、服装、消毒用品、农副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仪器

仪表、机电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文化用品、办公设备、物流设备的销售；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仓储服

务（易燃、易爆、危险、监控化学品除外）；企业管理咨询（金融、证券、期货、基金投资咨询等专控除外）；机

电设备安装；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

务；自有房屋及设备的租赁；普通货物运输（危险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0%股权，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63,293.18万元、净资产22,174.44万元；2019年1-3月实

现销售收入19,602.39万元、净利润554.51万元。

（四十四）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长春中路2319号

2、注册资本：25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凡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生产；含茶制品和代用茶。中药饮片研发，中药材的种植及销售，投资业务；日用

百货、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电子产品、文化用品、计算机及软件、农副产品的销售；仓储服务；广告

业；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的租赁；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持有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限公

司100%的股权，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9,013.98万元、净资产3,656.13万元；2019年1-3月实

现销售收入1,461.36万元、净利润41.59万元。

（四十五）新疆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十色街16号101室

2、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销售:医药及医疗器材，农畜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

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室内外装饰装修设计，软件开

发，专业化设计服务，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医疗设备租赁，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修理，产品设备安装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新疆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51%的股权，新疆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388.49万元、净资产5,505.50万元；2019年1-3月实

现销售收入5,874.94万元、净利润187.12万元。

（四十六）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长春南路1199号

2、注册资本：62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批发：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乳粉、婴幼儿配方乳粉），药

品及医疗器械；农副产品、日用百货、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电子产品、文化用品、计算机及软件、办

公设备，医疗用品及器械，化妆品及卫生用品的销售；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场地租赁，广告业，商务信息

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租赁，商品经纪业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包装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251,315.42万元、净资产83,210.04万元；2019年1-3月

实现销售收入79，708.29万元、净利润212.24万元。

（四十七）宜昌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宜昌市伍家岗区三峡民营科技园

2、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刘树林

4、经营范围：药品、3类医疗器械、食品；药用辅料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或批

准文件核定经营；未取得相关有效许可或批准文件的，不得经营）;1、2类医疗器械、计生用品、消毒药剂、一

次性卫生用品、洗涤用品、玻璃器皿、药剂辅料、药品包装材料、药品包装容器、化妆品、日用百货销售；会务

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保险、金融及民间借贷管理咨询）；房屋租赁；仓储服务（不含石油、

成品油、危险爆炸及国家限制经营品种仓储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宜昌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宜昌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40,482.92万元、净资产11,288.27万元；2019年1-3月实

现销售收入9,544.07万元、净利润148.10万元。

（四十八）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航空街888号

2、注册资本：35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除疫苗）、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二类精

神药品；经销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经销保健食品、化妆品、日用百货、酒类；批

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仓储服务；医药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经销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备）（在该许可的有效期内

从事经营）；销售消杀产品；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烟草广告、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除外）、房屋租赁；

销售包装材料、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及危险有毒化学品除外）；医药用品制造，餐饮服务，会议服务；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6.57%的股权，长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1,206.81万元、净资产30,281.08万元；2019年1-3月

实现销售收入30,884.06万元、净利润68.48万元。

（四十九）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萧山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垦农场垦辉六路1号

2、注册资本：肆亿伍仟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销售：药品，食品，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五金机械，日用百货，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药用辅料，药用包材，化妆品（除分装），玻璃仪器，消毒用品，洗涤用品，

护肤用品，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网络游戏)，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健身器材，办公家具，办

公设备，文体用品，纸制品，包装材料，电线电缆，国家政策允许上市的食用农产品，仓储设施及设备，兽药，

饲料添加剂，化学试剂，母婴用品，工艺品，服装鞋帽，劳保用品，汽车，实验设备及器具；货运：普通货运；国

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服务；汽车租赁、办公设备租赁；会务服务，商务信息咨询，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

理策划；医药技术开发，医药信息咨询，电子科技咨询服务，非医疗性健康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国内广

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除网络广告）；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市场营销策划；品牌推广服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浙江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63,180.64万元、净资产45,509.64万元；2019年1-3月，

实现销售收入62,684.26万元、净利润-49.10万元 。

（五十）重庆九州合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桃源路160号附35号

2、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付雄

4、经营范围：销售及配送：I、II类医疗器械、III类医疗器械（须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生物制品（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消毒用品、化妆品、实验室设备、教学设备、水处理

设备、环保设备、体育设施、健身器材、办公设备、计算机及软件产品、体检车辆、五金交电、百货、针织品纺织

品、服装、厨房设备、装饰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仪器仪表、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软件开发及销

售；企业管理咨询；接受医院委托从事医院管理（不含诊疗活动及药品销售）；医用电子仪器技术咨询及售

后服务；研发医疗器械；从事建筑相关业务（须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安装维修医疗设备；

辐射防护工程设计及施工（须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租赁：医疗设备、机械设备。（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重庆九州合康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51%股权，重庆九州合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5,400.05万元、净资产3,043.14万元；2019年1-3月实

现销售收入1,795.63万元、净利润24.51万元。

（五十一）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江工业园江桥路2号

2、注册资本：42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徐金涛

4、经营范围：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

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批发：体外诊断试剂（药品类）；预包装食

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热

食类食品制售；批发Ⅰ、Ⅱ、Ⅲ类医疗器械；第三方药品物流储存配送药品范围：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

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以上经营范围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普通货运（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

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销售：包装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消毒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日用

杂品（不含烟花爆竹）、仪器仪表、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教学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仓储设

备及用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医疗器械租赁、安装、维修及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

会展服务、市场推广服务；仪器、仪表校准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以上两项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

后方可从事经营）;商品信息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为持有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4,800.97万元、净资产54,594.56万元；2019年1-3月

实现销售收入65,567.67万元、净利润2,180.04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抵押担保；

担保期限： 9个月，10个月，11个月，12个月，16个月，24个月，26个月，36个月，96个月；

担保金额：合计523,276.00万元。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合计1,225,916.00万元，主要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 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截至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69.18%，总资产的18.87%。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五、备查文件

1、被担保人2019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主要为单体报表）；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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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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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股权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9年7月17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股东上海弘康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弘康” ）股权质押的通知， 上海弘康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6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和37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分别质押给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城支行和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其中3000万股的

质押到期日为2022年11月7日， 370万股的质押到期日为2020年3月30日，相关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成。

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弘康共持有本公司股份437,441,11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3.30%，上述股权质押手

续完成后，上海弘康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数为414,880,897股，占上海弘康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4.84%，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2.10%。

质押日期

质押

期限

质权人 质押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19

年

7

月

15

日

1211

天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城支

行

30,000,000 1.60%

2018

年

12

月

20

日 两年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39,460,000 2.10%

2018

年

11

月

29

日 一年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湖

北省分公司

41,039,672 2.19%

2018

年

11

月

19

日 一年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湖

北省分公司

47,654,724 2.54%

2018

年

10

月

31

日 一年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湖

北省分公司

43,576,501 2.32%

2018

年

8

月

27

日 一年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

14,000,000 0.74%

2018

年

3

月

28

日 两年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1,600,000 3.81%

2018

年

3

月

20

日 两年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7,800,000 1.48%

2017

年

11

月

3

日 两年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700,000 1.00%

2017

年

10

月

18

日 两年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7,400,000 1.99%

2017

年

10

月

16

日 两年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6,650,000 0.89%

2017

年

9

月

11

日 两年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7,000,000 1.44%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昌投资” ），上海弘康、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山广银”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点金” ）、刘树林和刘兆年为楚昌投资

的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中山广银、北京点金、刘

树林和刘兆年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006,214,8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59%，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

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额累计为852,173,643股， 占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4.69%，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5.38%。

截至本公告日，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本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质押股份

数（股）

持有股份数（股）

质押股份数量

占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

质押股份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1,701,170 284,613,898 74.38% 11.27%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14,880,897 437,441,118 94.84% 22.10%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109,831,576 132,624,583 82.81% 5.85%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

102,760,000 102,763,876 99.99% 5.47%

刘树林

13,000,000 26,317,200 49.40% 0.69%

刘兆年

0 22,454,200 0 0

合计

852,173,643 1,006,214,875 84.69% 45.38%

上海弘康为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的一致行动人，其股份质押的目的为资金需要，质押融资的还款来

源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无可能引发的风险。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8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天明泽” ）协商，自2019年7月19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恒天明泽申

购、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泰信先行策略混合

290002

泰信优质生活混合

290004

泰信优势增长混合

290005

泰信蓝筹精选混合

290006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

A 290007

泰信发展主题混合

290008

泰信周期回报债券

290009

泰信中证

200

指数

290010

泰信中小盘精选混合

290011

泰信行业精选混合

A 290012

泰信基本面

400

指数分级

162907

泰信现代服务业混合

290014

泰信鑫益定期开放

A 000212

泰信国策驱动混合

001569

泰信鑫选混合

A 001970

泰信互联网

+

混合

001978

泰信智选成长

003333

泰信鑫利混合

A 004227

泰信竞争优选混合

005535

二、费率优惠情况

投资者通过恒天明泽交易系统进行申购、定投上述基金的，享受费率最低1折优惠，各基金

具体折扣后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恒天明泽活动公告为准。若原申购费率是固定费用的，

则按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三、其他事项

1.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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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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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5988� 021-38784566

网址：www.ftfund.com

2、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电话：4008-980-618

网址：www.chtfund.com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8日

鹏华中证A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鹏华中证A股资源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资源B；交易代码：150101）二级市场交易价格

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2019年07月16日， 资源B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074

元，相对于当日0.970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10.72%。截止2019年07月17日，资

源B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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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资源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资源B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鹏华资源分级份额（场内简称：资源分级，场内代码：160620）净

值和鹏华资源A份额（场内简称：资源A，场内代码：150100）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资源B的

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资源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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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资源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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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华中证A股资源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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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华中证A股资源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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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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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0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