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28 日 星期三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容和原因

－

声明
－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06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９０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７

被委托人姓名

－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１、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安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００２５９０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建林

何华燕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１８８号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１８８号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６５８８９７

电子信箱

０５７５－８７６０５８１７

ｌｉｊｌ＠ｖｉｅ．ｃｏｍ．ｃｎ

ｋｕａｉｊｉｙｉｂａｎ０５０２＠１６３．ｃｏｍ

２、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查情况报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２、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深圳证券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于２０１６
年３月３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设立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
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诸暨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等四
家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于２０１６
年４月２７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
以下简称“
安徽万
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子公司安徽万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安”） 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开设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安
徽万安、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于２０１６
年４月２７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
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子公司广西万安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西
万安”）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开设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广西
万安、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截止２０１９年８ 月２３ 日，募集资金存放具体情况如下：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１，０６５，９１６，３３８．９７

１，１８５，６６０，１９１．９９

－１０．１０％

２２，８４３，４６２．４９

６６，２７１，７６９．８５

－６５．５３％

开户银行

７，５８７，８３０．０１

５９，２９５，９４３．８３

－８７．２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店口支行

－４７，２７２，８３７．８３

６５，８１３，３０３．５０

－１７１．８３％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５

０．１４

－６４．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５

０．１４

－６４．２９％

营业收入（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８％
本报告期末

３．４９％

－２．２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
元）

３，５２６，３７１，８８９．６３

３，４７１，１２２，３５６．５４

１．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８０３，３０７，８９６．４２

１，７７７，７８２，２９５．９３

１．４４％

３、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３，８３１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 复 的 优
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０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万安集团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
公司
人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０ 质押

４５．８６％ ２１９，９８０，７００

陈锋

境内自然人

４．９９％

２３，９４０，０００

５，９８５，０００

陈利祥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９％

２３，４７６，５３０

５，８６９，１３３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智石资产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有限公
人
司－智石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０．９８％

４，６８８，７４６

０

陈永汉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６％

４，６２７，１９２

１，１５６，７９８

俞迪辉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９％

４，２５７，１９４

１，０６４，２９９

陈黎慕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２％

３，９２７，１９０

９８１，７９８

李连香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２％

３，４７３，２００

０

陈黎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７％

３，２０７，６４２

０

蔡令天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７％

３，２０７，６４０

０

数量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上述股东中：万安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陈锋为陈利祥之子。 陈利祥、陈锋、陈永
的说明
汉、陈黎慕、俞迪辉、陈黎明等６人存在关联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明（
如有）

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５、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１０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６、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０４，７３３．５３万元，同比减少１０．０９％，主营业务成本
８２，４５８．０６万元，同比减少４．８１％；期间费用２０，００５．４７万元，同比增加３．７２％。 报告期内，公司
不断强化经营管理，持续推进产品技术升级，优化产品结构和改进工艺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和
生产效率，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准时、正确、高效、安全、成本”基础管理工作的实施，提升管控水平，围绕主
１、持续推进“
业做好生产经营，完善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质量、成本管理，优化生产管理，开源节流，提高
经济效益。
提高科创能力、实践资本运作、全面战略营销”的经营治理方针，实施自主研发结
２、坚持“
合国际高端技术引进战略，专注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控、轻量化底盘、智能驾驶等汽车高新技
术领域；依托公司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的平台，加大研发经费及先进试验、检测、测
试设备的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３、加强公司内部控制管理，规范企业运营。 公司建立健全并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
标准，对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进行了优化，强化了公司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能，切实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加强内幕信息管理，确保信息披露的公平、公正、公开。
４、以战略营销目标为工作核心，加强营销队伍建设，积极开发中高端市场。 公司采取多种
措施加强新市场的开拓，完善产品市场和营销团队的建设，建立完善的考核体系，提升公司的
品牌影响力。
２、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ＶＩ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Ｅｕｒｏｐｅ） ，本期纳入
合并范围。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４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万安科技”）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具体金额以资金划转日实际金额为准）用于永
集资金约２２，３９６．５５万元及其之后产生的利息（
久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３８ 号文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股票 ６７，０８４，１２６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６０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４５，
其中承销及保荐费 ２３，０００，
２５９，９８７．６０ 元，扣除本次总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５，２０７，５４７．１６元（
０００．００ 元，律师费、会计师费等其他上市费用２，２０７，５４７．１６ 元），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２０，０５２，４４０．４４ 元，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汇入公司开立在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店口支行，账号为 １２１１０２５３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２３ 的人民币账户。 上述资金到
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６］第 ６１００２７ 号
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１、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或本公司预算范围内，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由公司
负责募集资金项目的部门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实施进度编制计划书，在使用募集资
金时，应当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由使用部门填写申请单，经财务负责人审核，由总经理
或董事长审批同意后由财务部门执行。 内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２３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账户状态

余额金额（
人民币元）

正常

７９，７７３，３１２．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５７５９０２５４３７１０６３１

正常

８１，４２５，９７５．６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店口支行

２９２０３６１０２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９８２９

正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店口支行

３９４８７０６１４９８９

正常

合

１１，４２２．０４
６２，７５４，８６６．０８

计

２２３，９６５，５７６．０１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１、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公司募投项目累计投入６０，３２８．８０万元，项目结余２１，６７６．４４万元，累
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利息收入７２０．１１万元，节余募集资金总额２２，３９６．５５万
元，其中尚未结算的项目尾款和质保金４，００４．５９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汽车电控制动系统 建
设项目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银行账号
１２１１０２５３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２３

车联网、无线充电技术
及高级驾驶员辅 助系
统（ＡＤＡＳ）研发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２６，６５８．００
１０，３４６．００

募集资金投 累计投资金
资总额
额

尚需支付项
目款项

项目
结余

利息收入

结余募集资
含利息）
金（

２６，６５８．００

１９，０１７．６１

１，２７１．７６

７，６４０．３９

３３６．９４

７，９７７．３３

１０，３４６．００

２，４２８．４６
（
注１）

４２７．８４

７，９１７．５４

２２５．０６

８，１４２．６０

２１，０２２．００

２１，０２２．００

１４，９０３．４９

２，３０４．９９

６，１１８．５１

１５８．１１

６，２７６．６２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２３，９７９．２４

２３，９７９．２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２，０２６．００

８２，００５．２４

６０，３２８．８０

４，００４．５９

２１，６７６．４４

７２０．１１

２２，３９６．５５

注１：“
车联网、无线充电技术及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ＡＤＡＳ）研发项目”目前按计划进行
中，由于新项目从立项研发到可以量产需要较长的研发周期，至少需要３－５年，甚至更长的时
间，需要经过项目研发（
样件开发）、测试、验证、路试等多个环节，项目研发中所需的软硬件，
如试验、测试设备、模具等的投入也要与项目的研发进度相匹配，致使该项目的投资进度有所
缓慢，后续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公司还将继续投入研发资金。
注２：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２、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节余募集资金总额为２２，３９６．５５万元，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四、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
１、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
募集资金。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从项目实际需要出发，根据公司主营业务所在汽车产业发
展状况，以及因宏观经济周期波动而造成的国内市场汽车销量下滑等因素，在满足公司产业
升级及扩产的基本前提下，缩减部分中低端机器设备的投入，有效控制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而
带来的风险。 对项目建设的各方面费用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
理调度和优化，合理地降低了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形成了资金结余。
２、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调整设备采购方案，优化生产设备的采购，合
理节省了部分开支。
３、在募集资金存放期间，公司通过合理安排支出，对于暂未使用募集资金的合理使用产
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影响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将上述募投
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２２，３９６．５５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受利息收入调整的影响，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上述事项实施完毕后，上述项目尚
未支付的尾款将全部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同时公司将注销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相
关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亦将予以终止。
六、其他说明和公司承诺事项
１、本次拟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到账超过一年；
２、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未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
３、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前１２个月内公司未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４、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１２个月内公司不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七、履行的审批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１、董事会审议情况
关于非公开发行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含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２、监事会审议情况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票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做出的谨慎决定，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事项审议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监事会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３、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拓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财务费用，增
强公司运营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该项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国信证券认为：万安科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本保荐
机构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３、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
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９０

项目

金额（
美元）

总资产

１，９３０，２４５．０５

总负债

７，５６５，２３９．８３

净资产

－６，５３４，９９４．７８

营业收入

５，２５０．５４

净利润

－１２，５９３．１９

６、本次交易前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股份总数（
万股）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ｕｇｈ ＆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5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持有的Ｅｖａｔｒａｎ
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 １６．１４％的股权以回购方式出售给Ｅｖａｔｒ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本次交易事项完成后，公
司将不再持有Ｅｖａｔｒ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股权，相关事宜如下：
一、股权出售概况
１、股权出售基本情况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与Ｅｖａｔｒ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
（
以下简称“
赎回协议》，按照赎回协议的约定，公司将以１美元的价格向Ｅｖａｔｒａｎ
Ｅｖａｔｒａｎ”）签订《
出售公司持有Ｅｖａｔｒａｎ 的１６．１４％股权，即Ｅｖａｔｒａｎ以１美元的价格回购公司持有Ｅｖａｔｒａｎ的１６．１４％
股权，本次交易事项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Ｅｖａｔｒａｎ的股权。
２、本次出售股权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
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３、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公司名称：Ｅｖａｔｒ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
２、地址：７ Ｎ ２５ｔｈ Ｓｔｒｅｅｔ，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２３２２３， Ｕ．Ｓ．Ａ．
３、总裁兼首席执行官：Ｒｅｂｅｃｃａ Ｄｅｇｉａｎ Ｈｏｕｇｈ
４、主要经营业务：从事无线充电系统技术研究及充电产品研发设计、制造。

４９．０７％

Ｎｅｗ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３７３．８３

１６．６０％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ＶＩ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Ｌｔｄ．

３６３．５６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Ｈｏｌｄｅｒｓ

４０９．６３

１８．１９％

２，２５２．０６

１００．００％

Ｔｏｔａｌ Ｓｈａｒｅｓ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有股权比例

本次交易后持有股权比例

１６．１４％

０．００％

１６．１４％

０．００％

合计

六、赎回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赎回
公司于生效日向Ｅｖａｔｒａｎ特此转让、转移、释放并交付公司的股票，以及其附带的所有相关
权利和义务。 作为公司转让、转移、释放并交付股票的交易对价，Ｅｖａｔｒａｎ应在生效日起２日内向
公司支付收购价１美元。
２、陈述和保证
Ｅｖａｔｒａｎ向公司陈述和保证，其为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律合法设立并存续的公司，并且根据
相关法律享有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和项下约定的全部权利；Ｅｖａｔｒａｎ已向公司充分、真实、完整地
披露截止生效日的所有债务情况，本协议签署不会导致公司承担任何形式上的索赔。
公司向Ｅｖａｔｒａｎ陈述和保证：为其股票的唯一登记在册的所有者，且向Ｅｖａｔｒａｎ转让的股票
不存在留置权、所有权负担、担保权益、抵质押和任何类型或数额的索赔；其拥有订立本协议
和向Ｅｖａｔｒａｎ转让和交付股票的全部权利和授权；本协议的签署、交付和履行以及项下交易的
完成不以及不会违反任何公司作为一方或对其本身或其财产具有约束力的、或就公司所知的
任何协议、契约、抵押、信托契据或其他文件，或任何法律规定、判决、命令或法令的任何条款
或条纹，或造成与之的冲突或违约，或导致在公司的财产或资产上产生留置权或权利负担。
３、索赔的免除
作为对本协议所述交易及对价之对价，公司从生效日起放弃、免除并永久解除Ｅｖａｔｒａｎ、其
继承人和受让人、母公司和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和员工的任何和全部债务、义
务、责任、主张、索赔、损害赔偿、诉讼和诉讼事由，无论任何性质、类型和描述，已知或未知的；
且确认公司不存在对任何Ｅｖａｔｒａｎ资产的任何所有权的任何索赔。 Ｅｖａｔｒａｎ对公司承担上述相同
且相等的义务。
４、完整协议和解释
本协议构成双方就本协议之标的事项达成的完整协议，并取代双方就本协议之标的事项
进行的所有谈判、陈述、先前讨论和初步协议。 对本协议的解释应基于双方共同起草了本协议
的原则，且不得援引遵从于本协议作者的任何解释规则。 本协议不得修改，除非经双方书面签
署修改。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本次出售参股子公司股权，不会影响公司无线充电项目的实施；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谨慎
２、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性原则，已确认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２８，０８１，５１１．２５元，详见《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３３），本次出售参股子公司股权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
绩构成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
赎回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证券代码：３００４５０

证券简称：先导智能

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后， 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在兑付日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
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
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
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１、发行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智敏
联系方式：０２０－８２１６１１２８转６２６６
２、主承销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戴莹
联系方式：０１０－６６１０９６４９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翔、李甍
联系方式：０１０－６３６３９４０６、０１０－６３６３９３８１
３、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艺丹、汪茜
联系方式：０２１－６３３２３８４０、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２７９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９２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１９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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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先导智能”）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拟向激励对象实施２０１９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３５０万份股票期权，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Ａ股普通
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８８１５７．７３万股的０．４０％。 其中首次授予２９６．１０万
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８８１５７．７３万股的０．３４％；预留５３．９０万股，占本激励
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８８１５７．７３万股的０．０６％，预留部分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１５．４０％。

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 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一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其行权期内以行权价格
购买１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２４２人，包括公司（
含全资子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本激励计划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6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于
星期二）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
现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会议届次：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
公司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决定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
四）会议召开时间：
１、现场会议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下午１４：３０
２、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下午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下午１５：００。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１、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２、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１８８号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技术中心大楼五楼会议室；
七）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
（
（
八）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
１、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止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股东本人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可以书面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２），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聘请见证的律师等；
４、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１、审议《
案》。
上述议案为特殊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２／３以
上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公告。
三、提案编码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

１００．００
非累积投票提案
１．００

股票简称：深高速

备注
提案编码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特别说明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１、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
√”为准，每项
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
公章。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
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
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２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５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
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９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９人，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陈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１、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详细内容见公司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
２、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对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 经核查，２０１９年半年
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
３、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非公开发
详细内容见公司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股权
４、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关于出售参股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
５、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３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９
年８月１６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３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３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
席陈黎慕先生主持，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
２、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的各项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募集资金存放
及使用合理规范，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
３、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做出的谨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
利益，本次事项审议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监事会同意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３１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１８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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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２０１８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于２０１８
年８月２８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并于８月３０日完成发行。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２０１８
年９月４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的 《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２０１８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情况公告》（
公告
编号：２０１８－０４９）。 为保证本公司２０１８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
及时领取付息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短期融资券基本情况：
短期融资券名称：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 券；
短期融资券代码：０４１８００３２２
短期融资券简称：１８浪奇ＣＰ００１
本期发行金额：２．５亿元
短期融资券期限：３６５天；
每张面值：１００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按每张面值１００元人民币发行；
起息日：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
到期（
兑付）日：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发行利率：６．７７％；
主承销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

１６．１４％

三、公司本次出售股权的原因
１、 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５日、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以自有资金向Ｅｖａｔｒａｎ 累计投
资５，５００，０００美元， 详见巨潮资讯网 （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编号２０１５－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三）》（
编号２０１５－１００），《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编号２０１６－０５９），
０４７），《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Ｅｖａｔｒａｎ全部股份的１６．１４％。
２、Ｅｖａｔｒａｎ 主要从事无线充电系统技术研究及充电产品研发设计、制造，由于一直没有产
品销售收入，日常的研发运营资金完全依靠外部融资来解决，自２０１７年下半年以来Ｅｖａｔｒａｎ缺
少营运资金，虽然一直在寻找外部投资机构融资，但没有出现新的融资机构。
３、由于Ｅｖａｔｒａｎ缺少营运资金，导致当前所有运营活动已经停止，研发人员已经全部流失，
研发项目全部停止，仅依靠向关联方借款来维持法律费用和责任保险，财务状况已经是资不
抵债。
４、目前Ｅｖａｔｒａｎ拥有的研发测试等设备已经出售或抵押，仅有部分ＩＰ资产也在考虑出售，
按照测算，预计出售ＩＰ资产的款项不足以支付应偿还债务金额。
５、由于Ｅｖａｔｒａｎ已经停止了所有的经营活动，已经无法对公司提供研发和技术支出，基于
当前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剥离该参股子公司，并由Ｅｖａｔｒａｎ回购公司股权。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
Ｅｖａｔｒａｎ 由于缺少营运资金，致使其运营活动停止，研发人员流失，研发项目停止，仅依靠
向关联方借款维持法律费用和责任保险，财务状况已经是资不抵债，仅有的部分ＩＰ资产也在
考虑出售，并在出售后进行运营清算，按照测算，预计出售ＩＰ资产的款项不足以支付应偿还债
务金额，股东方将无法获得收益，截至目前Ｅｖａｔｒａｎ仍然没有找到有意愿购买其ＩＰ资产的买家。
鉴于Ｅｖａｔｒａｎ当前的实际情况，经过公司与Ｅｖａｔｒａｎ协商，双方同意终止股权合作并签署《
赎
回协议》，由Ｅｖａｔｒａｎ以１美元的价格回购公司持有Ｅｖａｔｒａｎ的１６．１４％股权，回购事项完成后，公司
不再持有Ｅｖａｔｒａｎ的股权。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权变化情况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４８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１

股权比例％

１，１０５．０４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底盘模块化基 地
建设项目
合计（
注２）

截止２０１９年２月）
５、财务数据（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式
１、会议登记方式：
加盖公章）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
（
１）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
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
加盖公章）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见附
件２）、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星期一）１７时前送达公司董
３）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在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
事会办公室。 来函信封请注明“
股东大会”字样，并进行电话确认。 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会议登记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和１６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００，下午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３、会议登记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１８８号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４、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
场办理登记手续。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ｈｔｔｐ：／／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１。
六、其他事项
１、本次会议会期为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联系人：李建林、何华燕
３、联系电话：０５７５－８７６５８８９７；０５７５－８７６０５８１７ 传真：０５７５－８７６５９７１９
４、邮政编码：３１１８３５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附件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代码：３６２５９０
２、投票简称：万安投票
３、填报表决意见：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
权。
４、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的交易时间，即９：３０一１１：３０ 和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２、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３：
１、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３：００。
００，结束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份认证业务指引（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
２０１６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３、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２：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本公司对表决事项若无具体指示的，代
理人可自行行使表决权，后果均由本人／本公司承担。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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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星期一）举行了２０１９年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 为便于Ａ股和Ｈ股投资者的参与，说明会分两场举行，第一场于１０：３０～１１：３０在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２－４层公司会议室举行， 第二场于１６：３０～１７：３０在香港湾
仔港湾道３０号新鸿基中心４楼会议厅举行，公司董事长胡伟、总裁廖湘文、财务总监文亮、总
会计师赵桂萍以及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郑峥参加了上述两场会议。 机构及个人投资者、行业
分析师以及媒体记者等共１１１人次出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员就公司２０１９上半年经营表现、项目进展、区域规划及政策影响、国企改
革、未来发展规划和策略等事项与管理层进行了沟通交流。 有关详情可参阅公司于本公告同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发布的《
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调整直销柜台交易限额的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欧基金”）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发布公告，对中欧时代
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Ａ类００１９３８，Ｃ类００４２４１，以下简称“
本基金”）在
直销柜台的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任一份额类别的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的金额限制进行了调整。
为进一步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中欧基金决定于２０１９年８
月２８日（
含）起按如下规则对直销柜台的交易限额进行调整：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通过直销柜台对本基金任一份额类别的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超过１０００万元（
不含），本公司将有权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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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７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
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对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之前已参与定期定额投资的基金账户，同样适用上述规则。
除上述安排外，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投资者也可登陆本公司网站ｗｗｗ．ｚ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７００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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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健帆生物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９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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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
告》及《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
报告》及《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将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