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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5月12日召开的2016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批准公司发行超短期融

资券相关事宜，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需要及市场情况决定发行相关事宜及

办理必要的手续（详见公司于2017年5月1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57]）。

2017年9月，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7］

SCP286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

金额为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2019年8月19日，公司完成2019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

如下：

产品全称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19启迪环境SCP001 债券代码 011901856

债券发行日 2019年8月15日 到期兑付日 2020年5月12日

上市交易日 2019年8月19日 债券摘牌日 2020年5月11日

债券期限 270日 流通范围 公开发行

面值（元） 100.00 发行价格（元） 100.0000

计划发行量（亿） 5 实际发行量（亿） 5

息票类型 零息利率 债券起息日 2019年8月16日

付息频率 到期 票面利率（%） 5.90

信用评级机构一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

任公司

债项/主体评级一 ---/AA+

公司上述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详见刊载于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银

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www.shclearing.com）上的相关公开资料。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夏沪深300ETF、华夏中证500ETF

新增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由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自2019

年8月19日起，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华夏300” ，基金申赎

代码：510331）、华夏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中证500” ，基金申

赎代码：512501）新增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

司。投资者在华创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华创证券的规定

为准，华创证券的业务办理状况亦遵循其规定执行。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华创证券客户服务电话：4008-6666-89；

华创证券网站：http://www.hczq.com/；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截至2019年8月19日，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夏恒益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发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恒益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华夏恒益18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及《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华夏恒

益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期的公告》， 华夏恒益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7591）自2019年7月18日至2019年9月6日期间通

过基金份额发售机构公开发售。

根据本公司与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和证券” ）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

可自2019年8月19日起，在万和证券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以万和证券的相关

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万和证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882；

万和证券网站：www.wanhesec.com；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采取在封闭期内封闭运作、封闭期与封闭期之间定期开放的运作方式。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在每个封闭期内，基金份额持有人面临不能赎回基

金份额的风险。若基金份额持有人错过某一开放期而未能赎回，其份额需至下一开放期方可赎

回。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进行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不等于保本。如发生根据基金合同

约定需要对持有的证券计提减值准备或处置的情形，可能导致基金份额净值下跌。此外，本基

金主要采用买入并持有到期的投资策略构建投资组合，可能损失债券交易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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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

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发售代理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华夏中证

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规定，华夏中证全指证

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场内简称“华夏证券” ，认购代

码：515013）将自2019年8月19日至2019年9月9日期间公开发售。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3种方式认购本基金。

根据本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河证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2019年8月19日起，在

华泰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招商证券办理本基金的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业务，在国信

证券办理本基金的网下现金认购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华泰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597；

华泰证券网站：www.htsc.com.cn；

（二）中国银河证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95551；

中国银河证券网站：www.chinastock.com.cn；

（三）招商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565；

招商证券网站：www.newone.com.cn；

（四）国信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536；

国信证券网站：www.guosen.com.cn；

（五）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在招商银行招赢通平台

开办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招商银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19年8月19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招商银行

招赢通平台开通申购、赎回、转换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金明细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华夏沪深300ETF联接A 000051 华夏沪深300ETF联接C 005658

华夏上证50ETF联接A 001051 华夏中证500ETF联接A 001052

华夏上证50ETF联接C 005733 华夏中证500ETF联接C 006382

如上述基金暂停办理对应业务或对其进行限制的，请遵照相关公告执行。投资者办理相关

业务的数额限制、规则、流程以及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遵照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及招商银行招赢通平台的有关规定。招商银行招赢通平台的业务办理状况请遵循其相关规定。

二、咨询渠道

（一）招商银行招赢通平台客户服务电话：95555；

招商银行招赢通平台网站：https://fi.cmbchina.com/home/；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

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一览表》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万和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和证券”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19年8月19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万和证券

开通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金明细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华夏研究精选股票 004686 华夏恒生ETF联接A（人民币） 000071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A 004720 华夏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联接A 000975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C 004721 华夏大中华信用债券（QDII）A（人民币） 002877

华夏安康债券A 001031 华夏大中华信用债券（QDII）C 002880

华夏安康债券C 001033 华夏3-5年中高级可质押信用债ETF联接A 005581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A 005177 华夏3-5年中高级可质押信用债ETF联接C 005582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C 005178 华夏睿磐泰盛定开混合 003697

华夏保证金货币A 519800 华夏睿磐泰兴混合 004202

华夏保证金货币B 519801 华夏上证50AH优选指数（LOF）A 501050

华夏策略混合 002031 华夏上证50ETF联接A 001051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 005774 华夏上证50ETF联接C 005733

华夏成长混合（前端） 000001 华夏盛世混合 000061

华夏创成长ETF联接A 007474 华夏收入混合 288002

华夏创成长ETF联接C 007475 华夏收益宝货币A 001929

华夏创蓝筹ETF联接A 007472 华夏收益宝货币B 001930

华夏创蓝筹ETF联接C 007473 华夏收益债券（QDII）A（人民币） 001061

华夏创新前沿股票 002980 华夏收益债券（QDII）C 001063

华夏创业板ETF联接A 006248 华夏双债债券A 000047

华夏创业板ETF联接C 006249 华夏双债债券C 000048

华夏纯债债券A 000015 华夏网购精选混合 002837

华夏纯债债券C 000016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A 004547

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前端） 000011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C 288102

华夏大中华混合（QDII） 002230 华夏希望债券A 001011

华夏稳盛混合 005450 华夏希望债券C 001013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A 005140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A 003003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C 005141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B 001374

华夏鼎茂债券A 004042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A 001927

华夏鼎茂债券C 004043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C 001928

华夏短债债券A 004672 华夏新起点混合 002604

华夏短债债券C 004673 华夏新时代混合（QDII） 005534

华夏复兴混合 000031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A 005888

华夏港股通精选股票（LOF） 160322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C 005889

华夏高端制造混合 002345 华夏兴和混合 519918

华夏国企改革混合 001924 华夏兴华混合 519908

华夏行业混合（LOF） 160314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A 001021

华夏行业景气混合 003567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C 001023

华夏行业龙头混合 005449 华夏养老2035三年持有混合（FOF）A 006622

华夏恒融定开债券 004063 华夏养老2035三年持有混合（FOF）C 006623

华夏红利混合（前端） 002011 华夏养老2040三年持有混合（FOF） 006289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联接A 000948 华夏养老2045三年持有混合（FOF）A 006620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联接C 005734 华夏养老2045三年持有混合（FOF）C 006621

华夏沪深300ETF联接A 000051 华夏养老2050五年持有混合（FOF） 006891

华夏沪深300ETF联接C 005658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A 000945

华夏沪深300指数增强A 001015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C 000946

华夏沪深300指数增强C 001016 华夏移动互联混合（QDII）（人民币） 002891

华夏回报二号混合 002021 华夏永福混合A 000121

华夏回报混合（前端） 002001 华夏永福混合C 002166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 004640 华夏永康添福混合 005128

华夏经典混合 288001 华夏优势精选股票 005894

华夏经济转型股票 002229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 000021

华夏聚丰混合（FOF）A 005957 华夏全球科技先锋混合（QDII） 005698

华夏聚丰混合（FOF）C 005958 华夏全球聚享（QDII）A（人民币） 006445

华夏聚惠FOF（A） 005218 华夏全球聚享（QDII）C 006448

华夏聚惠FOF（C） 005219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ETF联接A 006909

华夏债券A 001001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ETF联接C 006910

华夏债券C 001003 华夏聚利债券 000014

华夏军工安全混合 002251 华夏中小板ETF联接A 006246

华夏科技成长股票 006868 华夏中小板ETF联接C 006247

华夏可转债增强债券A 001045 华夏中债3-5年政金债指数A 007186

华夏蓝筹混合（LOF） 160311 华夏中债3-5年政金债指数C 007187

华夏乐享健康混合 002264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A 007165

华夏领先股票 001042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C 007166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 003834 华夏中证500ETF联接A 001052

华夏磐晟混合（LOF） 160324 华夏中证AH经济蓝筹股票指数A 007505

华夏磐泰混合（LOF） 160323 华夏中证AH经济蓝筹股票指数C 007506

华夏稳增混合 519029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联接A 006560

华夏潜龙精选股票 005826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联接C 006561

华夏全球股票（QDII） 000041 华夏中证央企ETF联接A 006196

华夏中短债债券A 006668 华夏中证央企ETF联接C 006197

华夏中短债债券C 006669

如上述基金尚未开放、暂停办理对应业务或对其进行限制的，请遵照相关公告执行。投资

者办理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规则、流程以及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遵照上述基金招募说

明书或其更新及万和证券的有关规定。万和证券的业务办理状况请遵循其相关规定。

二、咨询渠道

（一）万和证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882；

万和证券网站：www.wanhesec.com；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

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一览表》进行查询，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申

购业务情况的信息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定期定

额开通状况一览表》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211� � �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19-07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使2016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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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9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布了《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行使2016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公告》（详见2019年8月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告为上述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 ）有关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16国君G5” ）发

行人赎回选择权的条款约定如下：发行人有权于16国君G5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

易日，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场所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若发行人决定

行使赎回权，16国君G5将被视为在第3年末全部到期，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最后一期利息向

投资者赎回全部16国君G5。赎回的支付方式与16国君G5到期本息支付方式相同，将按照16国

君G5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若发行人未行使赎回权，则16国君G5将继续在后2年存续。

公司于2016年9月21日发行完成16国君G5，2019年9月23日为16国君G5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

日。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约定，公司可于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

决定是否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2019年8月9日， 公司决定行使16国君G5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16国君G5全部赎回。

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做好16国君G5赎回事宜的后续信息披露及本息兑付工作。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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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3、200413� � �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B� � � �公告编号：2019-077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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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旭光电” ）于2019年8月16日与英

国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以下简称“曼大” ）、曼大电子工程系项目

团队（以下简称“项目团队” ）、英国IP� Group� 公司（IP2IPO� PORTFOLIO� L.P，以下简称

“IP2IPO” ） 共同签署了 《股东协议》， 共同投资英国RIPTRON� LIMITED （以下简称

“RIPTRON”或“目标公司” ），开展与曼大及其项目团队的深度合作，致力于悬浮石墨烯传

感芯片产品的研发和商业化应用推广，进一步完善公司在石墨烯领域的产业布局，延伸公司

在石墨烯业务领域的高端应用。

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批准了《股东协议》的签订。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英文名称：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住所：英国曼彻斯特牛津路，邮编：M13� 9PL

曼彻斯特大学，是一家英国皇家注册机构（注册号 RC� 000797）且获得豁免的慈善教育

机构。曼大拥有近 200�年的历史，并通过多年的科研积累以及不断的科技创新，在众多工程

和人文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曼彻斯特大学现任及过往教职员和学生中共有 25位诺贝尔

奖得主，包括2010年因发现和表征石墨烯获得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位曼大教授。作为石

墨烯的发源地，曼大拥有全球第一家石墨烯专门研究机构-英国国家石墨烯研究院（NGI），

同时，曼大还拥有全球最顶级的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GEIC）以及即将建成的罗伊斯先进材

料研究院。曼大和曼彻斯特代表了石墨烯的发源、发展和未来。

（二）曼大电子工程系项目团队

曼大电子工程系项目团队成员：

Massimiliano� Migliorato，Dr� Max� Migliorato博士是曼彻斯特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的

高级讲师。他的研究重点是新电子材料的理论建模和应用。 Max发表了50多篇关于这些主题

的学术文章，会议论文集和书籍章节。Max是悬浮石墨烯技术的学术发明者，并在曼彻斯特大

学提交的一项相关专利中命名。

Rakesh� Kumar，是曼彻斯特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的助理研究员，他于2019年2月获

得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 他专注基于悬浮石墨烯阵列的生物传感器和气体传感器的开发

和可扩展制造。 Rakesh是悬浮石墨烯气体传感器技术的学术创始人之一，拥有丰富的石墨烯

制造专业知识。Rakesh在剑桥大学获得微纳技术硕士学位， 并获得印度查谟大学电子学硕士

学位（金牌得主）。

Umberto� Monteverde，是一名电子工程师，曾在2010年到2013年师从Max� Migliorato攻读

博士学位。他是悬浮石墨烯技术的发明者之一。

（三）IP2IPO公司

英文名称：IP2IPO� PORTFOLIO� L.P.

住所：伦敦沃尔布鲁克楼，EC4N� 8AF

IP2IPO公司是一家英国知识产权投资公司， 它的总部在伦敦，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

市，是富时250指数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公司早期支持过Max� Migliorato博士的研究。

公司与上述合作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目标公司基本情况及协议主要内容

（一）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RIPTRON� LIMITED

公司住所：英国曼彻斯特格拉夫顿街46号，c/o� UMI3,� CTF,� M13� 9NT.UK

公司业务：气体传感器产品的开发和批量制造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RIPTRON于2019年5月16日成立，尚无相关数据。

（二）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三）协议主要内容

1、东旭光电将于2019年10月31日前向RIPTRON增资17.50万英镑；之后根据《股东协

议》约定的交付物，即相关传感芯片和终端产品以及根据《股东协议》约定的交付日，即2019

年11月30日，东旭光电将在交付日后的45个工作日内向RIPTRON增资76.80万英镑。出资方

式为自有资金出资。

2、东旭光电依次完成两笔跨境支付后，曼大根据与目标公司RIPTRON签订的《知识产

权许可协议》及《知识产权转让协议》，将相关知识产权独家授权和转让至RIPTRON。

3、 在曼大将知识产权转让给RIPTRON且全部增资完成后，RIPTRON将和东旭光电共

同在中国投资成立由东旭光电控股的合资公司对RIPTRON交付的芯片和终端产品进行生

产制造和销售。各方同意RIPTRON向该制造基地授予专利和专有技术在大中华地区的排他

性授权。

4、在全部增资完成后，董事会将由5名董事组成，负责RIPTRON的总体监督和管理。曼

大可在完成知识产权转移后指定一名董事，东旭光电可在两次增资完成后指定两名董事，每

位持股在5%以上的创始人都有权利被任命为公司董事。

5、除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要求外，协议签署各方应履行保密义务。

6、RIPTRON的账目将按照适用于英国的法律、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则编制。

四、投资合资企业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东协议》约定交付的石墨烯产品为硅晶圆悬浮石墨烯传感阵列芯片和两个相关

气体传感器件，属于悬浮石墨烯技术的基础材料和终端应用。悬浮石墨烯技术，极大程度上保

证了单层碳原子层的电子移动速率和传感特性，可最大程度发挥单层石墨烯在裸露环境下的

传感性能，另外该技术还具备可操作的化学可修饰性，为选择性多功能传感提供了巨大应用

潜力（气体、VOCs检测、形变、生物医药监测等）。悬浮石墨烯传感芯片属于电子工业和半导

体工业的交叉技术领域，具有微型、智能、可选择性等特点，未来可与公司产业形成较好的协

同效应。

东旭光电年初与曼大签署了曼大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GEIC）一级会员协议，使东旭光

电成为曼大在石墨烯领域展开全面战略合作的第二个中国民营企业。本次《股东协议》的签

署，正式开启了公司与曼大及其项目团队的深度合作，使公司可以借助国际先进的石墨烯技

术和先进资源，从学术制高点到产业化综合联动，进一步完善公司在石墨烯产业上的产品布

局，加快公司石墨烯业务的发展速度，同时也为公司与曼大未来共同开发中国及全球石墨烯

应用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对外投资尚需河北省发改委、商务厅、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执行，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

资者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信息为准。

六、备查文件

《股东协议》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9日

关于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暂停接受一百万元以上申购申请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LOF）

基金主代码 163402

前端交易代码 163402

后端交易代码 16340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

合同》 和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招募说明书》等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8月19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8月19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注：自2019年8月19日起，本基金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定期定额申

购）、转换转入累计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00万元。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

基金资产运作情况进行评估，并有权拒绝。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入业务的日期，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2�除有另行公告外，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照常办理。

2.3�风险提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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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

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78-0099（免长话费）、021-38824536，或登陆网

站http://www.xqfunds.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9日

股票简称：中远海科 股票代码：002401� � � �编号：2019-024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7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 � cninfo.com.cn) 披露了 《关于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编号：

2019-023），公司与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交建” ）、中交基础设施养护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基础” ）、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交勘院” ） 组成的联合体为招标人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的宁夏取消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的第一中标候选人。近日，公司收到该项目的《中标通知

书》。

一、《中标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宁夏交建、中交基础、北京交勘院组成的联合体所递交的宁夏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投标文件已被接受，根据评标委员会推荐意见，并经网上公示，

招标人确定公司与宁夏交建、中交基础、北京交勘院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人。

1、中标价：项目最高投标限价×96%，其中：项目最高投标限价为宁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最

终批复的施工图预算中由联合体负责实施内容所对应的预算价。

2、计划工期：计划总工期为5个月，其中：施工图设计及施工图预算编制计划服务周期为1

个月，工程施工计划工期为2个月，设备及联网调试期为2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实际验收合格之

日起计算24个月。

3、质量标准：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主管部门相关标准、规范及规定；施工

要求的质量标准：交（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 。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为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公司为联合体牵头人， 承担的专业工程约占总工程量的

76%。目前合同金额暂不确定，尚需根据宁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最终批复的施工图预算中由联

合体负责实施内容所对应的预算价乘以中标的浮动系数96%计算确定。本次中标预计对公司未

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该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根据《中标通知书》要求，联合体将在接到通知书后30日内与招标人签订设计施工总承包

合同。由于该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仍存在不确定性，项目具体内容及实施以正式合同条款

为准。

该项目为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合同金额暂不确定，尚需根据宁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最终

批复的施工图预算中由联合体负责实施内容所对应的预算价乘以中标的浮动系数计算确定。

公司将在正式签订合同后，就合同签订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B类份额（场内简称：改革B；交易代码：150296），2019年8月15日在二级市

场的收盘价为0.942元，相对于当日0.7949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18.51%。截至2019

年8月16日，改革B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942元，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相对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的溢价幅度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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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改革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改革B参考净值

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南方国企改革份额（场内简称：改革基金，基金代码：160136）净值和国企改

革A份额（场内简称：改革A，基金代码：150295）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改革B的波动性要高

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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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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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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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中证国有企业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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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381� � � �证券简称：双箭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5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国民信托-国民信托·证通1号单一资金股

信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箭股份” 或“公司” ）于2019年1月22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国

民信托-国民信托·证通1号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泰达宏利” ）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

合计不超过3875万股，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公告日总股本的9.04%。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拟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并遵守任意连续90日内，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且自股份解除限售之日起12个月内，减持数量不得

超过其持有股份数量的50%；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拟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

个月内进行，并遵守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协议转让

方式减持拟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进行，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

低于公司总股本的5%。

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9-033），对前述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

2019年8月18日，公司收到股东泰达宏利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鉴

于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

监会公告[2017]� 9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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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相关减持计划实施结果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情况

1、股份来源：认购双箭股份非公开发的股份（2016年）。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泰达宏利

竞价交易

2019-02-20 6.9674 497,700 0.1209%

2019-02-21 7.0827 1,365,900 0.3319%

2019-02-22 7.1702 266,400 0.0647%

2019-02-25 7.2287 273,900 0.0665%

2019-02-26 7.3745 600,000 0.1458%

2019-02-27 7.4541 744,300 0.1808%

2019-02-28 7.5374 125,700 0.0305%

2019-03-01 7.5068 411,099 0.0999%

2019-05-21 8.6076 328,400 0.0798%

2019-05-22 8.6657 46,000 0.0112%

2019-05-23 8.5000 10,000 0.0024%

2019-05-27 8.3080 50,000 0.0121%

2019-05-28 8.5037 30,600 0.0074%

2019-05-29 8.4029 84,000 0.0204%

2019-05-30 8.7398 20,400 0.0050%

2019-06-06 7.8456 45,600 0.0111%

2019-06-10 7.6865 310,200 0.0754%

2019-06-11 7.8052 797,600 0.1938%

2019-06-12 7.9437 140,000 0.0340%

2019-06-13 7.8910 480,000 0.1166%

2019-06-14 7.8800 40,000 0.0097%

2019-06-17 7.6616 86,400 0.0210%

2019-06-18 7.6365 38,800 0.0094%

2019-06-19 7.7003 292,800 0.0711%

2019-06-20 7.7465 775,700 0.1885%

2019-06-21 7.9190 310,000 0.0753%

2019-06-24 8.2238 229,200 0.0557%

大宗交易

2019-07-11 7.1400 300,000 0.0729%

2019-07-12 7.0900 2,100,000 0.5102%

2019-07-15 7.2000 2,000,000 0.4859%

2019-07-19 7.2800 300,000 0.0729%

合计 - 13,100,699 3.1831%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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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泰达宏利 无限售流通股 38,750,000 9.4151% 25,649,301 6.2320%

注：公司已于2019年5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回购

股份16,927,736股的注销手续，总股本由428,500,000股变更为411,572,264股，上述占总股本比

例以目前总股本411,572,264股为计算标准。

二、相关说明

1、泰达宏利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

计划期限已届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本次

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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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期满后，泰达宏利持有公司股份25,649,3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3%。泰

达宏利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76� � �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19-43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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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8月1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1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

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全体出席会议董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

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世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同意聘任张世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两项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76� � �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19-44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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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议案，同意聘任张世鹏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兼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张世鹏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提交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得审核通过。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世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聘任张世鹏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代表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张世鹏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山东省东营市西四路624号长安大厦25层

邮政编码：257081

电子邮箱：23619658@qq.com

联系电话：0546-7778611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19日

附件：张世鹏先生简历

张世鹏先生,1979年11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无境外居留权。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汇丰技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风险战略部风险分析师副

经理，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项目经理，北京弘鼎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风控

总监，北京友联智诚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