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信鑫稳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业务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7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鑫稳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鑫稳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461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建信鑫稳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建信鑫稳回

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起始日 2019年7月19日

限制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金额（单位：元） 5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建信鑫稳回报灵活配置混合A 建信鑫稳回报灵活配置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617 004618

下属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和定投业务

是 是

该分级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

的金额（单位：元）

50,000 5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业务期间，除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外的

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2）在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业务期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

和定投本基金的金额不应超过5万元（可以达到5万元），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

转入和定投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万元（不含5万元），本公司将有权确认相关业务失败。

（3）本基金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4）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

费），或登录网站www.ccbfund.cn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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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85� � �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2019-041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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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总数为608,890,830股；

2、本次配售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7月22日；

3、本次配售上市后公司股本总数变更为2,740,003,774股。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公司的

任何保证。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科技” 、“发行人” 、“公司” ）及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

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2019年6月2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

司股份的变动遵照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执行。

本公告中金额币种均为人民币。

二、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本次配股新增A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本次配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966号文核准。

（三）股票上市的核准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次配股共计配售的608,890,830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2019

年7月22日起上市流通。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本次配售股票的上市相关信息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新增股份上市时间：2019年7月22日

股票简称：华天科技

股票代码：002185

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2,131,112,944股

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608,890,830股

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2,740,003,774股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ianshui�Huatian�Technology�Co.,Ltd.

法定代表人 肖胜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500756558610D

成立日期 2003年12月25日

营业期限 2003年12月25日至2053年12月24日

注册资本 2,131,112,944元（发行前）；2,740,003,774元（发行后）

注册地址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14号

邮政编码 741001

电话 0938-8631816/8631990

传真 0938-8632260

互联网网址 http://www.tshtkj.com

电子信箱 Wenying.Chang@ht-tech.com

所属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经营范围

半导体集成电路研发、生产、封装、测试、销售；LED及应用产品和MEMS研发、生产、销

售；电子产业项目投资；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房屋租赁；水、电、气及供热、供冷等相关动力

产品和服务（国家限制的除外）。

A股上市信息

上市地：深交所

证券代码：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前后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肖胜利 董事长 291,200 0.01 376,600 0.01

2 李六军 董事、总经理 18,304 0.00 23,672 0.00

3 刘建军 董事 125,326 0.01 162,080 0.01

4 肖智轶 董事 - - - -

5 崔卫兵 董事 83,200 0.00 107,600 0.00

6 范晓宁 董事 - - - -

7 滕敬信 独立董事 - - - -

8 石瑛 独立董事 - - - -

9 吕伟 独立董事 - - - -

10 罗华兵 监事会主席 - - - -

11 张玉明 监事 125,210 0.01 161,930 0.01

12 张利平 监事 - - - -

13 常文瑛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58,656 0.00 75,858 0.00

14 周永寿 副总经理 77,376 0.00 100,068 0.00

15 张铁成 副总经理 - - - -

16 宋勇 财务总监 60,778 0.00 78,602 0.00

合计 840,050 0.04 1,086,410 0.04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配股前，公司控股股东为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电子集

团” ），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数为553,369,460股，持股比例25.97%，其基本情况如下：

控股股东：华天电子集团

注册资本： 5,321.53万元 法定代表人： 肖胜利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14号综合办公楼

B端四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5007396098183

经营范围：

半导体功率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军用）模拟混合集成电路、电源模块等各类电子元器

件的研发、设计、技术服务、转让、咨询；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对外投资；本

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设备及零配件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

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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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肖胜利、肖智成、刘建军、张玉明、宋勇、常文瑛、周永寿、薛延童、陈建

军、崔卫兵、杨前进、乔少华、张兴安13名自然人，其基本情况及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住址

直接持有华天科技的股份（股）

发行前 发行后

1 肖胜利 男 62052219461107**** 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14号5幢 291,200 376,600

2 刘建军 男 62052219690225**** 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五路105号 125,326 162,080

3 崔卫兵 男 62052219680307**** 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14号9幢 83,200 107,600

4 张玉明 男 62050219630623**** 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14号5幢 125,210 161,930

5 宋勇 男 62052219631111**** 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14号17幢 60,778 78,602

6 张兴安 男 62052219651011**** 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14号5幢 - -

7 薛延童 男 62052219640706**** 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14号4幢 58,656 75,858

8 杨前进 男 62050219660204**** 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14号17幢 - -

9 陈建军 男 62052219671013**** 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14号18幢 77,792 100,606

10 周永寿 男 62052219671128**** 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14号16幢 77,376 100,068

11 常文瑛 男 62052219660616**** 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14号4幢 58,656 75,858

12 乔少华 男 62052219670309**** 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14号4幢 78,208 101,144

13 肖智成 男 62052219721105****

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路446号18

层F座

- -

（四）本次配股发行后的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截至2019年7月1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15,656,121 26.12

2 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564,665 1.41

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099,364 0.77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560,821 0.42

5 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 10,413,966 0.38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9,295,044 0.34

7 揭志华 8,449,742 0.31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7,890,803 0.29

9 黄崇付 7,099,188 0.26

10 林祥华 7,029,041 0.26

合计 837,058,755 30.55

（五）本次配股发行后的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

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含高

管锁定股）

2,131,112,944 100 2,740,003,774 100

3 股份总数 2,131,112,944 100 2,740,003,774 100

注：上表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包含高管锁定股，其中涉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新增股份，公

司将按照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相关规定，通过登记公司对高管认购的股份进行管理。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发行数量：608,890,830股，其中592,030,149股为网上定价方式发行，16,860,681股为网下定

价方式发行。

发行价格：2.72元/股。

发行方式：本次配股对公司股东用于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所质押的华天科技股份，采取

网下定价方式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负责组织实施，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

事务所见证本次配股网下发行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本次配股网下发行验资报告；其它股份全部采取网上定价方式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进行。

发行费用总额及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15,653,459.90元（不含税，包括承销

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配股登记及其他费用），每股发行费用为

0.03元。

募集资金金额：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656,183,057.6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15,

653,459.90元后，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净额为1,640,529,597.70元。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配股的资金到账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I10591号）。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2.68元（按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加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0.14元（按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控股股东认购股份承诺履行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华天电子集团已履行了全额认配股份的

承诺。

五、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其

他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15层

保荐代表人：陈万里、盖建飞

项目协办人：任岚

项目组成员：孙志洁、贾培、关晓凡、李晶、杨茜

电话：010-66538699

（二）保荐机构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瑞信方正对华天科技本次配股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

华天科技本次配股股票申请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次配股公开发行的新增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瑞信方正

同意推荐华天科技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7月19日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瑞信托” ）是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始建于1986年4月15日，前身为郑州信托投资公

司，2002年9月， 经重新登记公司更名为百瑞信托投资有限公司；2007年11月， 公司

更名为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以来，历经多次引进战略投资者与增资扩股

工作，公司注册资本目前达到人民币40亿元，并形成了“大型央企（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地方政府（郑州市政府）+国际知名金融集团（摩根大通）” 的良

好股权结构。

2018年，百瑞信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为交易对手和合格投资者提供专业金融

服务的同时,致力于成为合格企业公民，并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保护投资者权益、关爱

员工成长、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等方面着手，开展了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推动社会和谐、民生改善和行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一、保持稳健发展，助力地方建设

（一）经营业绩表现稳健

2018年，在监管趋紧从严和行业风险加大的双重压力下，依托股东资源以及行业

领先的研发创新实力，百瑞信托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帮助下，在公司股东会及董事

会的大力支持和监管部门的指导下，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积极推进自身业务转型升级，

不断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开展，保持了持续稳健的发展势头。

2018年， 百瑞信托实现收入总额16.77亿元， 实现利润总额13.54亿， 实现净利润

10.11亿元。截至2018年12月底，公司资产总额94.91亿元，比年初增加4.22亿元；净资产

77.95亿元，比年初增加7.80亿元；管理信托规模1,847亿元，较年初增加135亿元。截至

2018年底，百瑞信托累计发行信托项目近1,600个，发行信托规模近6,500亿元；累计清算

信托项目近1,300个，清算信托规模超过4,500亿元，累计向投资者分配信托利益超过5,

000亿元。在中国信托业协会组织的2018年度行业评级中，公司连续四年获评A级。

（二）风控体系不断优化

作为经营风险的专业金融机构，百瑞信托始终坚持“风控优先” 理念，着力构建和

完善覆盖全部业务环节的立体化风控体系。2018年，百瑞信托以“守住合规底线、不越

风险红线、不碰法律高压线”为原则，着力推动了风控体系的进一步优化。

一是完善内控合规体系建设。以股东单位组织的“风险合规年” 为契机，全面排查

公司在制度建设及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监管导向和自身实际，推动2018版规章

制度升级工作，从制度完善与执行把控两方面完善内控合规体系建设。

二是强化风险监测。根据监管政策要求、行业发展和自身实际，及时调整各类业务

风控指引，进一步提高重点业务领域准入标准，同时加大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力度，采用

限额控制、压力测试等手段，严控信用风险，提升交易对手质量。

三是宣贯风控文化。风险管控文化是风险管理体系的灵魂，是金融机构内部控制

中的“软因素” 。百瑞信托历来重视公司内部合规与风险管控文化的宣贯，不仅建立完

善各项内控制度保证日常业务操作的合规性，也通过定期合规风险知识培训以及合规

知识竞赛等活动让员工充分认识到金融机构各类合规风控要求，时刻将合规风控意识

摆在首位。

（三）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2018年，百瑞信托继续发挥金融工具职能，通过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实体经济发展

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的方式，全面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同时，作为郑东新区重点税源单

位，较好地履行了纳税人的义务。年内百瑞信托新增信托规模1,160.09亿元，其中投放

于河南省内的资金规模超过101.29亿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对实体经济进行支

持的存续信托规模1,351.89亿元。同时，2018年百瑞信托全年纳税总额达到4.68亿元，再

次荣获由国家税务总局评定的纳税信用等级A级纳税人称号，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财政

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积极助力民生改善

百瑞信托充分发挥信托在民生建设领域的功能优势，先后设立了多个募集资金投

向公共交通、医疗卫生、绿色建筑等领域的信托项目，包括“百瑞富诚424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武汉地铁）”“百瑞恒益65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正商并购投资一期）”“百

瑞恒益588号集合信托计划（蓝光煜明装饰）” 等，规模合计超过40亿元。通过实施上述

项目，不仅实现了社会资金与民生项目的有效对接，有力支持了特定区域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而且为地方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撑。

二、履行托付责任，维护客户权益

（一）忠实履行受托责任

百瑞信托坚持以服务受益人为己任，始终将客户权益放在第一位，持续开展维护

客户权益工作。产品销售方面，根据委托人实际资产状况，推荐与其风险和收益相匹配

的产品，切实考虑委托人风险接受度，充分履行受托人义务，保障委托人权益；客户信

息保护方面，根据岗位设定操作权限，加强信息科技安全性，不断增强金融消费者隐私

信息保护； 客户后期服务方面，2018年百瑞信托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开展各类投资者教

育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全年共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5次，参

与客户数量超过600余人次；客户意见反馈方面，不断完善客户投诉建议受理和解决机

制，通过400咨询热线、问卷调查、电话回访等方式了解客户投诉和建议，并在内部设置

消保专员岗位专门负责处理客户投诉事宜。

（二）不断提升客户服务

2018年，百瑞信托通过不断优化营销人员财富管理服务品质以及客户管理信息化

水平，使客户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一是加强对一线营销人员培训，进一步提升营销人

员专业能力与服务水平，围绕客户财富管理需求，以解决高净值客户具体问题为出发

点，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理财和增值服务；二是持续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

号等渠道，普及宣传金融知识，分享金融热点新闻，让客户全方位了解公司动态，拉近

与客户距离；三是广泛开展理财知识讲座、专题客户活动等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向客

户发布行业研究及业务创新成果，宣传金融理财知识和投资风险，以提升客户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意识，引导客户科学理性进行金融投资。

三、完善保障机制，促进员工成长

（一）切实保护员工权益

经过多年努力，百瑞信托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员工权益保障机制。在制度层面，百瑞

信托切实做到与所有正式员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薪酬管理体

系和员工工资正常增长及支付保障机制，设立了企业年金计划和较为灵活的带薪休假

及奖励休假制度，并及时足额为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从2013年开

始，百瑞信托还为员工增加了补充医疗保险。以上措施增强了员工的归宿感和认同感，

消除了员工的后顾之忧，为其全身心投入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经营管理层面，百瑞信托不断完善职工全程参与制度。公司董事会有1位职工董

事，监事会有3位职工监事，均由工会推荐，在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中维护职工权益。同

时，公司还在年度考核中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司经营层履职及廉洁自律情况进行

民主测评，进一步畅通了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

2018年，百瑞信托持续推进EAP（员工帮扶计划）项目，组织开展EAP（员工帮扶计

划）大讲堂、利用微信推送员工减压小贴士、组织开展趣味运动会、登山踏青等一系列

专题活动，多策并举疏解员工工作和生活压力，提升员工身心健康，增强公司人文关

怀，落实“快乐工作” 理念。一系列的举措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提升了

员工的综合素养，而且也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拓展员工成长渠道

百瑞信托通过实施“人才强企” 战略，不断推进员工队伍专业化、人才储备前瞻

化、激励机制市场化和用工模式多元化，以推动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在

强化文化和技能传承、不断完善“工作指导人” 制度的同时，百瑞信托更加强调对员工

开展立体化、全覆盖式的培训。通过为每名员工提供“个性化+集中式” 的多层次培训

机会，进一步提升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培训成为提高员工素质、拓宽职业发展

通道的有效途径。全年组织开展包括新青年、启航班、领航班等在内的多层次、多种类

专题培训20场，受训人员超过800人次，培训内容涵盖宏观经济分析、创新业务模式探

讨、通用素质技能培养、心理调试和压力管理等多个方面。如今，结合公司自身实际着

力打造的多层次培训体系已经逐渐成为百瑞信托的又一张名片。

四、热心公益慈善，践行社会责任

责任企业，担当责任。百瑞信托在积极参与各类慈善公益活动的同时，更加强调通

过发挥信托行业制度优势和自身研发创新实力， 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打造规范、

透明、持久的可持续发展平台。

2018年，百瑞信托积极与爱心企业、人士、慈善组织携手，发挥专业优势，依靠经验

积累，先后联手河南省慈善总会、国电投资本控股团工委、沃特节能有限责任公司，设

立了 “百瑞仁爱·黄河爱心基金慈善信托”“百瑞仁爱·春晖慈善信托”“百瑞仁爱·金

沃特环保慈善信托” 等3支慈善信托，募集爱心善款115万元，致力于为自闭症儿童康复

治疗、留守儿童生活教育、恤病助残、环境保护等提供造血式救助。同时，包括百瑞仁

爱·百年慈善信托、百瑞仁爱·瑞祥慈善信托、百瑞仁爱·天爱慈善信托等多支慈善信托

也有望在近期发起设立。

此外，百瑞信托还参与了河南银行业资助贫困失学学子活动，公司经营班子成员

共同出资对3名家庭生活贫困的大学生进行持续资助。目前，第四学年资助款已经交付

至受资助学生手中。

2019年，百瑞信托将在进一步深化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全面认知的基础上，继续全

面履行合格企业公民职责、努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努力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民生工程建设、金融生态改善和社会慈善事业进步等方面

做出更大贡献。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6月28日

广州穗阳置业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广州穗阳置业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职工人数：--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

产咨询服务;室内装饰、装修;室内装饰设计服务;酒店管理;停车场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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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广州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72.2200�%

拟新增注册资本：2599.712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广州穗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资人）流动资金，用于黄埔区中新知识城ZSCN-C1-1地

块项目的开发建设。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增资达成的条件：征集到一家符合投资人资格条件，且接受公告的各项要求和条件的

意向投资人，并与增资人就增资事项签署合法有效的增资协议。

2、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需求；最终投资

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广州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27.78%股权，新增投资人持有72.22%股权。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及相关规章制

度。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广州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名3名董事，新入投资人提名2人，董事长

由广州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担任。 2、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增投资人持有72.22%股权，广州金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持有27.78%股权。 黄埔区中新知识城ZSCN-C1-1地块项目由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操

盘，操盘方式于本次增资完成后具体细化。 3、其他详见《审计报告》等联交所备查文件。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861244582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9-04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巍山华侨城世博南诏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巍山华侨城世博南诏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15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商务服务业 职工人数：33

经营范围：巍山古城特色小镇及文化旅游开发项目的开发与运营;旅游设施的开发、建设、经营、景区策划;旅游项

目管理、景区管理、餐饮管理、酒店管理、停车管理;经营演出场所、演出经纪业务;组织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儿童娱

乐设施经营;旅游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会议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与资产管理;物业管理;工程技术咨询,工程建设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及企业策划,文化及地产项目投资管理策划,健康养生投资管理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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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高于40%（含）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设有保留底价，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募集到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司项目开发，补充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征集到1家符合资格条件的投资方，符合增资条件，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华

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融资方有权批准机构同意。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后，原股东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0%，新增投资方持股4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融资方注册资本1.5亿元，股东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支付1.2亿元，剩余注册资本金按照融资方公

司章程约定时间内支付完毕； 2.本次增资募集资金总额超出注册资本金的增资款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3.本次增资后，

融资方设立董事会，成员3名，其中世博集团委派2名，投资方委派1名。4.本次增资后，投资人不派驻人员参与增资方的

日常经营工作。 5.本次增资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由完成增资以后的公司继续聘用，无需另行签订劳动合同； 6.其他事

项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备查资料。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9-05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北京中广创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北京中广创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365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职工人数：47

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经营性演出）；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企业管理咨询；电脑动画设

计；企业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包装服务（不含气体包装）；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经济

贸易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演出经纪。（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演出经纪、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已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广传播集团有限公司 40%；宁波知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宁波同道后生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0%

拟募集资金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25%（含25%）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募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设有保留底价，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通过此次融资，拟解决标的企业“听见广播”项目涉及的网络和视频云的服务费用，媒体解决方案

中所需软、硬件设备购置和安装部署费用，以及市场推广、运营、产品技术研发等费用。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一、本次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投资人且增资人与最终投资人就增资事项签署合法有效的增资协议。

二、增资终结条件：

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此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75%，新增投资人合计持股比例不高于

2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增资将引进1-3家外部投资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新增单个投资人投资资金不低于

人民币2000万元，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后的评估值和保留底价 。增资扩股完成后，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75%，

新增投资人合计持股比例不高于25%。 2、标的企业现有员工47名，不排除至工商变更日期间员工人数变化之可能，以

交接时状况为准。

项目联系人：虞航美 联系方式：021-6265727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9-03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西派埃智能化系统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西派埃智能化系统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职工人数：64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计算机、自控系统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自动化控制工程设计及

其设备安装、调试、维修,仪器仪表、计算机及配件、元器件、低压电器及元件的销售及加工,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智能化建设工程专项设计,电子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专

业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通信建设工程施工,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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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57.0000�%

拟新增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为1325.5814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1、用于公司相关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开拓； 2、用于外部并购整合、环保和水处理自动化领域上下游

相关产品的扩展投资； 3、用于日常运营和补充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若出现以下情形，本项目终结：

1、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投资人，或者意向投资人数量或认购数额不符合公告要求。2、征集到一家或一家以上符

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但均未能根据项目公告要求签署增资协议。3、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本次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325.5814万元，占增资人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的比例为57%。新股东合计认购新增注

册资本人民币976.7442万元，持股比例为42%，员工持股平台认购新增注册资本348.8372万元，持股比例为15%。原股东

所占股权比例为43%。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公开增资与员工持股平台非公开协议增资同步进行，其中员工持股平台增资价格与公开挂牌的实际交易

价格相同； 2、其它事项详见审计报告和法律意见书中特别事项说明。

项目联系人：缪旺旺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6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9-0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002925� � � �证券简称：盈趣科技 公告编号：2019-076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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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分别于2019年3月28日和2019年4月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

地址、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0）。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上述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厦门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本次变更后的商事主体登记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5750038518

名 称：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法人商事主体【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西路100号（该住所仅限作为商事主体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法定代表人：林松华

注册资本：肆亿伍仟柒佰捌拾伍万伍仟陆佰元整

成立日期：2011年05月24日

营业期限：自2011年05月2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集成电路

设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电子工业专

用设备制造；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纺织带和帘子布制造；其他未列明制造业（不含须经许可

审批的项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07月19日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www.suaee.com）

股权/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Q319SH1014891-4】

海门市海永并线厂（普通合伙）82.65万

元财产份额（占总份额的100%）

总资产及净资产：未提供；注册资本：82.65万元；经营范围：化纤、混纺纱线、锭带、针纺织品（加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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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顾明明 联系方式：021-62657272-666

2000.0000 2019-08-15

【G32019SH1000069-2】

焦作韩电发电有限公司77%股权及转让

方对标的企业48261.560327万元债权

总资产：36129.98万元；净资产：-24192.13万元；注册资本：19700.00�万元；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

相关副产品的综合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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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13691580217/010-51915336

43435.405195 2019-08-14

【G32019SH1000118】 上海第六棉纺织厂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79970.82万元；净资产：79744.56万元；注册资本：3574.00�万元；经营范围：纺纱织布服装，建材，普通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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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王卓赟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90

81330.000000 2019-08-14

【G32018SH1000239-5】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0.772%）

总资产及净资产：未提供；注册资本：64763.00�万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项目外），物业管理，

房地产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等特殊商品

除外）。货运代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品），供应链管理，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食品流通、医疗器械、煤炭的销售，危

险化学品经营（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国内外经济信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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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1

1694.0000 2019-08-12

【Q319SH1014914】

上海淳大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

权

总资产：305421.10万元；净资产：83462.06万元；注册资本：17360.00�万元；经营范围：酒店管理及其咨询服务，物业管理，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均除经纪），资产委托管理，附设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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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杨忻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33

80341.260000 2019-08-26

【G32019SH1000139】 上海通旖医疗管理有限公司21%股权

总资产：414.50万元；净资产：325.27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医疗管理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物业管理，医院管理。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68.310000 2019-08-09

【G32019SH1000128】 上海惠柯贸易有限公司61%股权

总资产：673.02万元；净资产：151.22万元；注册资本：200.00�万元；经营范围：化工产品、纺织产品、机械等

项目联系人：方泽夏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29

104.444200 2019-08-06

【G32019SH1000183】 中元保险经纪有限公司25%股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3424.50万元；注册资本：2000.00�万元；经营范围：一、为投保人拟订设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

理投保手续，二、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三、再保险经纪业务，四、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管理咨询

服务，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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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万明杰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40

856.125000 2019-08-08

【G32019SH1000184】 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2%股权

总资产：1699894.08万元；净资产：257847.23万元；注册资本：140000.00�万元；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

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

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

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

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凡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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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胡丹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5801035531

5982.130440 2019-08-08

【G32019SH1000181】 上海申嘉教育发展有限公司10%股权

总资产：36119.32万元；净资产：29746.53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教育产业管理,教育培训,教育咨询服

务,计算机软硬件、通讯设备、文教设备及用品的销售。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2974.653195 2019-08-06

【G32019SH1000180】 湖南中联重科车桥有限公司11.14%股权

总资产：92664.93万元；净资产61952.90万元；注册资本：46559.08�万元；经营范围：汽车、改装车及汽车配件的生产与销

售，汽车修理。

项目联系人：张昕 联系方式：010-51918743

6901.5600 2019-08-05

【G32019SH1000179】 上海创基商务有限公司34%股权

总资产：32567.18万元；净资产：22750.60万元；注册资本：3000.00�万元；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投资咨

询;服装鞋帽、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家用电器、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五金交电、化

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化妆品、眼镜及配件、电子产

品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会务会展服务;餐饮企业管理,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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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房逸宁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33

7735.2040 2019-08-05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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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 月 19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