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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16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4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华夏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8月26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9年8月26日

各基金份额类别的简称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A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C

各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7165 007166

该基金份额类别是否开放转换转

入、转换转出业务

是 是

2日常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华夏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开放日办理基

金份额的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

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时除外。

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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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转换业务

3.1基金转换费用

3.1.1基金转换费：无。

3.1.2转出基金费用：按转出基金赎回时应收的赎回费收取，如该部分基金采用后端收费模式购买，

除收取赎回费外，还需收取赎回时应收的后端申购费。转换金额指扣除赎回费与后端申购费（若有）后

的余额。

3.1.3转入基金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用根据适用的转换情形收取，详细如下：

（1）从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收费基

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收取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转出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

高档，最低为0。

（2）从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收费基

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如果转入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比转出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高，则收

取的申购费用为转入基金适用的固定费用；反之，收取的申购费用为0。

（3）从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后端收费基

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前端收费基金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时，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

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4）从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不收取申购

费用的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

（5）从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收费基

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收取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转出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

高档，最低为0。

（6）从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收费基

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收取的申购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转出基金申购费用，最低为0。

（7）从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后端收费基

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前端收费基金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时，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

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8）从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不收取申购

费用的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

（9）从后端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后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收费基

金基金份额，且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收取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转出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

高档，最低为0。

（10）从后端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后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收费基

金基金份额，且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如果转入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比转出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高，则收

取的申购费用为转入基金适用的固定费用；反之，收取的申购费用为0。

（11）从后端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后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后端收费基

金基金份额。

费用收取方式：后端收费基金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时，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

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12）从后端收费基金转出，转入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后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不收取申购

费用的基金基金份额。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

（13）从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

收费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收取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销售服务费率×转出基金的

持有时间（单位为年），最低为0。

（14）从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前端

收费基金基金份额，且转入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收取的申购费用=固定费用－转换金额×转出基金的销售服务费率×转出基金的

持有时间（单位为年），最低为0。

（15）从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后端

收费基金基金份额。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入其他后端收费基金时，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

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16）从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出，转入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不收取申购费用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不收

取申购费用的基金基金份额。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

（17）对于货币基金的基金份额转出情况的补充说明

对于货币型基金，每当有基金新增份额时，均调整持有时间，计算方法如下：

调整后的持有时间=原持有时间×原份额/（原份额+新增份额）

3.1.4上述费用另有优惠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基金转换的有关业务规则。

3.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目前投资者只可在同时销售转出基金及转入基金的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投资者办理本基金转

换业务的单笔转入申请应遵循转入基金份额类别的相关限制，单笔转出申请应遵循本基金及销售机构

的相关规定。

4基金销售机构

4.1直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南京分公司、杭州分公司、广州分公

司、成都分公司，设在北京、上海、广州的投资理财中心以及电子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的转换业务。

（1）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1层（100033）

电话：010-88087226/27/28

传真：010-88087225

（2）北京海淀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8层（100033）

电话：010-88066318

传真：010-88066222

（3）北京东中街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29号东环广场B座一层（100027）

电话：010-64185181/82/83

传真：010-64185180

（4）北京科学院南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学院南路9号（新科祥园小区大门口一层）（100190）

电话：010-82523197/98/99

传真：010-82523196

（5）北京崇文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8层（100033）

电话：010-88066442

传真：010-88066214

（6）北京亚运村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8层（100033）

电话：010-88066552

传真：010-88066480

（7）北京朝外大街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8层（100033）

电话：010-88066460

传真：010-88066130

（8）北京东四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1幢103号（100025）

电话：010-85869585

传真：010-85869575

（9）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101A室（200120）

电话：021-58771599

传真：021-58771998

（10）上海静安嘉里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515号静安嘉里中心办公楼一座2608单元（200040）

电话：021-60735022

传真：021-60735010

（11）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40层02室（518038）

电话：0755-82033033/88264716/88264710

传真：0755-82031949

（12）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2号金陵饭店亚太商务楼30层B区（210005）

电话：025-84733916/3917/3918

传真：025-84733928

（13）杭州分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B区4层G05、G06室（310007）

电话：0571-89716606/6607/6608/6609

传真：0571-89716611

（14）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5305房（510623）

电话：020-38461058

传真：020-38067182

（15）广州天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5306房（510623）

电话：020-38460001

传真：020-38067182

（16）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177号中海国际中心B座1栋1单元14层1406-1407号（610000）

电话：028-65730073/75

传真：028-86725411

（17）电子交易

本公司电子交易包括网上交易、移动客户端交易等。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或移动

客户端办理本基金的转换等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情况及业务规则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本公司网址：

www.ChinaAMC.com。

4.2代销机构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bank.pingan.com 95511-3

2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bjrcb.com 96198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赢通平台 https://fi.cmbchina.com/home 95555

4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ehowbuy.com 400-700-9665

5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antfortune.com 95188

6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snjijin.com 95177

7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fund.jd.com/ 95118、400-098-8511

8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wanhesec.com 4008-882-882

9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www.lczq.com 400-620-6868

10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www.amcfortune.com 400-817-5666

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网点、数额限制、流程、规则以及投资者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

息，请参照各销售机构的规定。若增加新的直销网点或者新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进行

查询。

5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

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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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华夏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中债1-3年

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了解本基金日常转换业务事宜，亦可通过

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业务表格和了解基金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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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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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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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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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2019SH1000215】 南通凯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44.815%股权

总资产：4892.16万元；净资产：2149.13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球类、球拍、健身器材、布类、包装用品、童车；

太阳能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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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140000 2019-09-20

【Z319SH1000024】 上海昆昌实业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

债权对应的部分抵押物涉及租赁等情况，处置抵押物涉及清场等事项，具体请参见网站公告信息

项目联系人：汪佳蕾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3

6123.000000 2019-09-20

【G32019SH1000188-2】 四川卧龙巴蜀龙潭水电有限责任公司19%股权

总资产：12837.35万元；净资产：3959.07万元；注册资本：4350.00�万元；经营范围：水力发电、上网销售；供电、售电、电能的输送与分配；

水电建设；电力工程勘测、设计；电力机械、器械、五金建材销售；有形动产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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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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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223300 2019-09-19

【G32019SH1000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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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91.864676 2019-09-19

【G32018SH1000497】 上海扬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1536.33万元；净资产：968.51万元；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国际航线或

者澳门、台湾地区航线或者特殊管理的国内航空运输航线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国内航线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外的民用

航空运输客运销售代理业务,婚庆礼仪服务、会展会务服务,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的交流与策划(除经纪),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旅

游用品、照相器材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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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明杰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40

988.510000 2019-09-19

【G32019SH1000185】

上海升奇果业有限公司95%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

公司4709万元债权

总资产：11823.15万元；净资产：7111.15万元；注册资本：5400.00�万元；经营范围：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产品）的销售，从事货物进出

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工艺礼品、文具用品、办公用品的批发、零售，花卉、苗木、盆景种植，绿化养护，会务服务，

票务服务，礼仪服务，货物运输代理，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商务信息咨询，投资信息咨询（除经纪），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

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风景园林建设工程专项设计，

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批发，酒类商品（不含散装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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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杨忻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33

11464.592500 2019-09-18

【G32019SH1000176】 五矿兰州物流有限责任公司80%股权

总资产：31257.02万元；净资产：30334.45万元；注册资本：24000.00�万元；经营范围：钢材、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洗涤用品、化

妆品、食品（凭许可证经营）、家居护理用品、包装材料、橡胶制品、纸制品、机械配件、建筑材料（不含木材）、计算机软硬件、办公耗

材、皮革制品、办公用品、照明材料、金属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水泥制品、管道、阀

门、玻璃制品、电线电缆、酒店用品、厨房设备、卫生洁具、消防设备、机电产品、体育用品、冶金设备、环保设备的批发零售；场地、机械

设备租赁；市场管理服务；钢材剪切、钢结构深加工、钢筋加工、ERW焊管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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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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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36.800000 2019-09-17

【G32019SH1000209】 苏州开开天德制衣有限公司80.06%股权

总资产：1011.93万元；净资产：998.83万元；注册资本：501.94�万元；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服装

项目联系人：盛允笑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83

799.667139 2019-09-11

【G32019SH1000153】

上海铁大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09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24.7377%)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34599.94万元；注册资本：6100.00�万元；经营范围：自行研制产品的生产、销售、服务一体化经营；自行开发、产

销信号（铁路自动控制）设备、智能化照明产品；通信、电子设备、计算机软件及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从

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防雷工程专业设计与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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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

8559.229400 2019-09-11

【G32018SH1000317-2】 六安国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28.57%股权

总资产：20269.13万元；净资产：13938.86万元；注册资本：14000.00�万元；经营范围：竹制集装箱底板、汽车车厢板、汽车内饰板、地板生

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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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恺 联系方式：13691580217/010-51915336

4000.000000 2019-09-10

【Q319SH1014927】 东风（十堰）通用铸造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2634.52万元；净资产：399.03万元；注册资本：400.00�万元；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金属结构件、铸件制造;五金交电、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和国家限制经营的化学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劳保用品销售;服装加工;摄影;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含投资

及资产管理)。(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项目联系人：张昕 联系方式：010-51918743

399.030000 2019-09-10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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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2019SH1001155】 上海纺印利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部分机器设备，机器设备共6项，实际设备为2台（套），其余1项为设备改造费用，另为凹印机相配套设备，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200.200000 2019-09-05

【GR2019SH1001154】 金玛国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南京市中山南路101号金銮大厦14层，规划用途：办公，建筑面积：978.59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1043.000000 2019-09-19

【GR2019SH1001149~153】 上海闵行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闵行区莘建路228弄2号多处房产，规划用途：住宅，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详见网站 2019-09-04

【GR2019SH1001146】 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宝山区共富二村352号402室房产，规划用途：住宅，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详见网站 2019-09-04

【GR2019SH1001139/140/14

2~146】

国网中兴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一）至（六） 本项目标的为国网中兴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一），为位于湖南的不动产，资产情况以现场实物为准，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27.860258 2019-08-27

【GR2019SH1001137】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宁波市江东区彩虹北路97号〈1-10〉、〈2-4〉〈2-12〉；彩虹北路105号〈3-6〉-〈3-8〉、〈4-6〉〈4-7〉〈4-8〉、〈5-6〉-〈5-10〉；雷公

巷51号〈4-4〉〈4-5〉〈4-16〉〈4-17〉房屋，规划用途：商业/办公，建筑面积：2876.22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4197.000000 2019-09-18

租赁权类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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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2019SH1001148】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1500弄（鄂尔多斯艾力大

厦）40号1层店铺2年租赁权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1500弄（鄂尔多斯艾力大厦）40号1层店铺2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店铺，租赁面积：78.27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

信息

28.569600 2019-09-04

【GR2019SH1001147】

上海市浦东新区桃林路777、779号（鄂尔多斯艾

力大厦）1306室2年租赁权

上海市浦东新区桃林路777、779号（鄂尔多斯艾力大厦）1306室2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办公，租赁面积：85.82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

息

26.940000 2019-09-04

【GR2019SH1001119~26】 上海市浦东新区宁阳路11弄部分房屋3年租赁权 规划用途：居住，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详见网站 2019-08-26

辽宁华锦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辽宁华锦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917.77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房屋建筑业

职工人数：--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无损检测专业承包叁级;A2级压力容器制造;GB类、GC类、GD类压

力管道安装;锅炉维修;安全阀校验、环境保护检测服务、金属材料检验、特种设备检验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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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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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拟新增注册资本：3082.230000�万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公司的运营、对外投资项目及建设。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若出现以下情形，本项目终结：

1.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

2.最终募集资金总额没达到增资人要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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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5.增资人提出项目终止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0%，新进股东持股

比例为3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本次增资拟增加注册资金合计3082.23万元，其中公司原股东认购注册资

本金1882.23万元，新进股东认购注册资本金1200万元。 2、本次增资拟征集投资方数量：1个。3、增资人原股东增资

价格同新增投资人价格一致， 与本次增资同步完成。4、 本次增资底价以经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计算。5、

2016未开展业务，故未经审计。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10-17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云南文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云南文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12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12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研究、开发、应用及技术服务；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互联网公共

服务平台；园区管理服务；园区综合体管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企业管

销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教育信息咨询（不得开展教育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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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

不低于800万，视募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募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募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不低于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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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文科技公司正处转型升级，拟依托金鼎科技园20号平台物业基础，重点打造文化科技双创服务平台二期

一一文化和科技产业融合孵化器基地， 在现有平台一一文鼎众创空间的基础上， 将物理空间扩大至1000-1500

㎡。随着今后平台布局调整优化，在继续巩固现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文鼎” 这一平台，聚集数字内容产

业、影视产业、动漫游戏业等优势资源，为公司下一步发展夯实基础。 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增强公司实力，补充营

运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本次增资公开挂牌期间，征集到一家及以上满足增资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且最终投资人与公司及公司

原股东签订《增资协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原股东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金额1200万元，股东外部投资人，募集资金不低于800

万元。股权比例以实际增资金额确定。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项目联系人：赵峰

联系方式：18516569988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10-1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资本市场服务职工人数：280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股权结构：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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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拟新增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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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结构优化、增资人经营发展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的条件：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有权机构备案的评

估结果，并取得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同意，且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及增资人原股东就《增资协议》达成一

致，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的条件：未产生合格意向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及增资人原股东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

一致，或未取得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同意，则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引入1家战略投资人，增资完成后，原股东与战略投资人持股比例均为5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交易工商变更前剥离深圳市招商局创新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招商局创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China�Merchants�Venture�Capital�Fund,�L.P.、China�

Merchants�Venture�Capital�GP(International)�Limited、招商局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招垦资本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中国农垦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及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2.根据2018年底经审计的

模拟口径财务报表信息（不包括本次交易拟剥离实体），截止2018年12月31日招商局集团及所属子公司对增资人

及其所属子公司有息或无息的借款为1,057,353万元人民币。 增资后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承担招商局集团及所属子

公司对增资人及其所属子公司有息或无息的借款。 3.本次增资扩股项目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项目联系人：徐佳

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9-25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抚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抚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173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职工人数：127

经营范围：管道燃气项目的投资管理；销售管道气、并提供相关管道燃气管道设备维护、运行、抢修抢险业

务； 城市燃气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燃气器具、厨卫电器及有关设备的销售、安装及维护与管理；汽车燃气加气站的

建设和经营业务。

股权结构：北京百尊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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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拟新增注册资本：748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项目公司燃气管网的建设和归还前期股东借款，包括但不限于支付项目建设工程

款、前期费用、营销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及相关税费等。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本次增资活动达成条件： 符合资格条件并经增资人确定的最终投资人1家。符

合资格条件并经增资人确定的最终投资人为1家的，认购注册资本748万元，以30%持股比例进行新增认购，则本

次增资活动达成。

（2）本次增资活动终结条件： 投资人的征集数量不足、或认购注册资本不符合增资活动达成条件、或投资人

不符合竞争性谈判中的增资人增资需求，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活动宣

告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北京百尊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认购出资额1744万元，持股比例70%；最终投资者（新股东1名） 认购出资额748

万元，持股比例3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目标公司的《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18）第

010895号）审计报告特别事项说明：（一）重大承诺事项：截至2018年8月31日，项目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承诺

事项。（二）负债说明：截止2018年8月31日其他应收款主要是上划华润燃气资金中心存款32,712,173.36元，占其

他应付期末余额的87.05%；应付工程款38,564,843.94元，应付物料款12,242,024.72元，应付股利6000万元，其他应付

款主要为应付集团内部短期借款----华润燃气资金中心1790万元。。（三）或有事项：截止2018年8月31日，项目

公司无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2、原股东视增资结果决定是否同步增资。

项目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3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10-2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增资项目信息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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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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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