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70

2019年 9 月 17 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浙江同花顺

基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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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19年9月17日起，本公司旗

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同花顺开通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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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鼎利债券

A 002459

华夏网购精选混合

A 002837

华夏鼎利债券

C 002460

华夏

3-5

年中高级可质押信用债

ETF

联

接

A

005581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

004640

华夏

3-5

年中高级可质押信用债

ETF

联

接

C

005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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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花顺的有关规定。同花顺的业务办

理状况请遵循其相关规定。各基金的开放状态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询。

二、咨询渠道

（一）同花顺客户服务电话：4008-773-772；

同花顺网站：www.5i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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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中国中投证券

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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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投证券” ）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2019年9月17

日起，通过中国中投证券办理华夏创业板动量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7474）和C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7475）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如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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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照本基

金招募说明书及中国中投证券的有关规定，中国中投证券的业务办理状况请遵循

其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中国中投证券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008、95532；

中国中投证券网站：www.china-inv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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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 ）经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协商一

致，决定本公司旗下场外前端收费模式下的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2019年9月17日起参加海通证券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费率的优惠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根据海通证券办理相关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具备合法基金

投资资格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基

金代码：001956）

三、优惠活动方案

1、业务开通时间

费率优惠活动时间为2019年9月17日起的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2、优惠活动方案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办理本基金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享受基金申

购手续费率1折优惠，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同样享受以上费率优惠。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021-38784766，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

网站：www.cpicfunds.com

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53

网站：www.htsec.com

五、重要提示

1、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业务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其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2、本公告涉及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海通证券所有；凡涉及相

关基金在海通证券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其他未明事项， 敬请遵循海通证券的具

体规定；

3、本公告仅就本基金（前端模式）参与海通证券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有关

事项予以公告，不包括：

（1）后端收费模式下基金的申购费率；

（2）场内基金的申购费率；

（3）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诚实信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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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

请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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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

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

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

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26� � �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2019-106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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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所述内容包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解除对外担保事项：

1、根据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9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通桑德森蓝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哈尔滨桑

德群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桑德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浙江桑德富春水务开

发有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事项已实施并签署了相关担保协

议，本次新增担保总额为38,650.43万元。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前期为子公司河南桑德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南通桑

德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沈阳桑德凯利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临朐邑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昆明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启迪

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泰州紫光水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已全部或部分解除，

本次解除担保总额为15,301.60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041,306.36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9.63%，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签署担保协议事项：

（一）2018年9月2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35.01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控股子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贷款需求，为公司部分控股子

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1亿元担保额度， 并与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贷款

担保所需的必要手续及签署协议文本。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通桑德森蓝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森蓝” ）提供担保额度为10,000万元。

2019年8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森蓝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以下简称“南京银行南通分行” ）签署了《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

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 公司与南京银行南通分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南通森蓝向南京银行南通分行申请的主债权自2019年7月29日至2020年7

月25日期间最高不超过3,5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南京银行南通

分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有关费用。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南通森蓝的担保余额为5,000万元，本次担保事

项发生后，公司对南通森蓝的担保余额为8,500万元，南通森蓝可用担保额度为9,

000万元。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2019年5月28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根据控股子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贷

款需求，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39,750万元担保额度，

并与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担保所需的必要手续及签署协议文本。其中：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加新能源” ）提供担保额度

为65,0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

德新环卫” ）提供担保额度为130,000万元。

1、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合加新能源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以

下简称“汉口银行咸宁分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

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汉口银行咸宁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合加

新能源向汉口银行咸宁分行申请的一年期最高融资余额11,000万元限度内流动

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和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3）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两年，自主合同约定的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算。

2、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合加新能源与湖北永胜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湖北永盛” ）签署了《人民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

担保额度，公司与湖北永盛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合加新能源受湖北永盛委托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温泉支行向合加新能源发放7个月5,000万元流动资

金借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

约金、赔偿金、湖北永盛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湖北

永盛支付的其他款项。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合加新能源的担保余额为62,000万元，上述担

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合加新能源的担保余额为78,000万元，合加新能源可用担

保额度为49,000万元。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桑德新环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北京分行” ）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

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桑

德新环卫向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的一年期最高债权额10,000万元流动资金借

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约定的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

保债权的确定日起三年。

4、近日，应收账款出让方长沙福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与西门子财务租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 ）签署了《商业保理主协议》， 且应

收账款出让方与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已经或即将在该商业保理主协议项下签署

多个单个保理协议。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桑德新环卫的申请，公司出具了《担保

书》，同意就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与桑德新环卫在2019年6月25日至2020年6月30

日期间签署的所有单个保理协议下桑德新环卫对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所负债务

提供以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书》主要内容：

（1）保证金额：本担保人在本担保书项下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额

为人民币1,850.43万元。

（2）保证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支付的全

部还款、费用、逾期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3）期限：本担保是连续性的、不中断之担保，保证期间自生效之日起至主

合同保证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桑德新环卫的担保余额为30,000万元，上述担

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桑德新环卫的担保余额为41,850.43万元，桑德新环卫可用

担保额度为108,149.57万元。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2019年2月11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5.79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根据控股子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贷款需求，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5.79亿元担保额度，并与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担保所需的必要

手续及签署协议文本。 其中：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桑德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南恒昌” ）提供担保额度为5,000万元。

2019年5月28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

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根据控股子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贷款需

求，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39,750万元担保额度，并与

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担保所需的必要手续及签署协议文本。其中：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河南恒昌提供担保额度为8,000万元。

近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恒昌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郑州分行” ）签署了《流动资产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

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为河南恒昌与浦发银行郑州分行自2019年8月14日至2020年5月28日期间形

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5,500万元。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

约金、损坏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

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

补足的保证金。

（3）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河南恒昌的担保余额为7,000万元，上述担保事

项发生后，公司对河南恒昌的担保余额为12,500万元，河南恒昌可用担保额度为

7,500万元。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2019年7月25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根据控股子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贷款

需求，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1,300万元担保额度，并

与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担保所需的必要手续及签署协议文本。其中：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哈尔滨桑德群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群勤” ）提供担

保额度为5,0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桑德沭源自来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沭源” ）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桑德富春水务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富春” ）提供担保额度为800万元。

1、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哈尔滨群勤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开发

区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哈尔滨开发区支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中国银行哈尔滨开发区支行签

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哈尔滨群勤向中国银行哈尔滨开发区支行申请

的一年期1,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

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保证期间：本合同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哈尔滨群勤的担保余额为900万元，上述担保

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哈尔滨群勤的担保余额为1,900万元，哈尔滨群勤可用担保额

度为4,000万元。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富春与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横村支行（以下简称“桐庐农商行横村支行” ）签署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同

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沭源与桐庐农商行横村

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浙江富春向桐庐农商行横村支行申请的

5年期800万元固定资产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

本金、利息、融资过程中发生的垫付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付费用和实现债

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

（3）保证期间：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

二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江苏沭源对浙江富春的担保余额为0元，上述担保事

项发生后，江苏沭源对浙江富春的担保余额为800万元，浙江富春可用担保额度

为0元。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前期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展情况说明

1、公司于2019年2月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河南恒

昌向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4,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在本公告所述担保解除之前， 公司为河南恒昌向该行申请的借款担保余额为4,

000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6月1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银行贷款情况：公司为河南恒昌向浦发银

行郑州分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4,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担保已全部解除。

2、公司于2016年8月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再生” ）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海滨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海滨支行” ）申请的最高不超过65,000万

元5年期贷款提供担保。在本公告所述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桑德再生向该

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60,495.41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6月12日刊载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1）。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桑德再生向平安银行

海滨支行申请的65,000万元贷款于2019年8月继续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310万

元，公司目前为桑德再生向该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60,185.41万元。

3、公司于2019年5月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沈阳

桑德凯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桑德”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沈阳分行” ）申请的最高不超过900万元流动资

金借款提供担保，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19年5月29日至2021年5月29日。公司本次

为沈阳桑德向兴业银行沈阳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

公司为沈阳桑德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886.30万元。（详见公司2019

年7月1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88）。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沈阳桑德向兴业银行

沈阳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于2019年8月归还该笔贷款中本金27.60万元，公司

目前为沈阳桑德向该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担保余额为858.70万元。

4、公司于2016年5月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临朐

邑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朐邑清”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

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临朐支行” ）申请的8,680万元10年期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为临朐邑清向中行临朐支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

公司为临朐邑清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7,518.50万元（详见公司2019

年3月2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临朐邑清向中行临朐

支行申请的8,680万元项目贷款于2019年8月继续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303万

元，公司目前为临朐邑清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7,215.50万元。

5、公司于2018年5月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昆明

滇清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滇清”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昆明分行” ）申请的16,000万元9年期固定资

产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为昆明滇清向光大银行昆明分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提

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昆明滇清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16,000

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4月2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昆明滇清向光大银行

昆明分行申请的16,000万元9年期固定资产借款于2019年8月归还该笔贷款中的

本金3,531万元， 公司目前为昆明滇清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12,469

万元。

6、公司于2017年5月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启迪

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公司” ）向北京国资融资租赁申请

的14,800万元3年期融资租赁借款提供担保。在本公告所述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

司为融资租赁公司向北京国资融资租赁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9,620万元（详见

公司2019年6月1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

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贷款情况：融资租赁公司向北京国

资融资租赁申请的14,800� 万元贷款于2019年8月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740万

元， 公司目前为融资租赁公司向北京国资融资租赁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8,880

万元。

7、公司于2017年9月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融资租赁

公司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宜昌分行” ）分别

申请的12,600万元、1,4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融资租赁公

司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 公司为融资租赁公

司向该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合计为10,360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6月12日刊载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9-071）。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融资租赁公司向湖北

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1,400万元贷款于2019年8月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110万

元； 融资租赁公司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12,600万元贷款于2019年8月归还

该笔贷款中的本金900万元。公司目前为融资租赁公司向该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

额合计为9,350万元。

8、公司于2017年9月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融资租赁

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天津分

行” ）申请的最高不超过5,200万元的融资事项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融资租赁

公司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 公司为融资租赁

公司向该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3,440万元 （详见公司2019年6月12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9-071）。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融资租赁公司向浦发

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的5,200万元贷款于2019年8月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460万

元，公司目前为融资租赁公司向该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2,980万元。

9、公司于2017年5月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融资租赁公司向

浦发银行天津分行2018年2月11日至2018年6月27日期间申请的最高融资余额4,

770万元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融资租赁公司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的贷款

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 公司为融资租赁公司向该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4,

770万元（详见公司2018年7月28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96）。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融资租赁公司向浦发

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的4,770万元贷款于2019年8月全部归还完毕，公司为融资租赁

公司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的该笔贷款担保已全部解除。

10、2010年12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浦华环保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州紫光水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紫光” ）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以下

简称“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 ）申请的6,720万元9年期项目贷款提供担保，在本

公告所述担保部分解除之前， 浦华环保为泰州紫光向该行申请的借款担保余额

为505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7月1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88）。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泰州紫光向北京银行

清华园支行申请的6,720万元9年期项目贷款于2019年7月至8月共归还本金150万

元，浦华环保目前为泰州紫光向该行申请的借款担保余额为430万元。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041,306.36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9.63%，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2、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事项中除为子公司向

金融机构申请借款而提供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

四、备查文件

1、本公告所述控股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署的《借款合同》及相应的《保证合

同》；

2、本公告所述子公司归还金融机构借款的还款单据。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ST银亿 股票代码：000981� � � �公告编号：2019-181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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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银亿股份” ）于2019年6月29日披

露了《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27），即公司与天弘创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弘创新” ）的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案已由宁波中院

受理。2019年9月12日，公司收到宁波中院对该起案件的《民事裁定书》、《查封、

扣押、冻结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民事裁定书》【（2019浙02民初715号）】主要内容

申请人：天弘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13号信息大厦802室

法定代表人：郭树强

被申请人：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张苏滩573号八楼

法定代表人：熊续强

被申请人：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亿房产” ）

住所：宁波保税区国际发展大厦404B

法定代表人：方宇

被申请人：宁波银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亿置业” ）

住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

法定代表人：熊续强

申请人天弘创新与被申请人银亿股份、宁波银亿房产、宁波银亿置业以及第

三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申请人天弘创新于2019年7

月18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申请人银亿股份、宁波银亿房产、宁波

银亿置业9,000万元银行存款或查封等值财产，并已提供担保。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天弘创新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

下：冻结被申请人银亿股份、宁波银亿房产、宁波银亿置业9,000万元银行存款或

查封等值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通知书》【（2019）浙02执保300号】主要内容

被申请人：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申请人天弘创新的申请，你名下下列财产被查封、冻结：

1.� 冻结银亿股份持有的宁波银亿房产100%股权（出资额42,405万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610267335W）， 冻结期限三年， 即自2019年8月30日至

2022年8月29日。

2. �冻结银亿股份持有的上海芃翎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99.67%股权

（出资额30,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310116MA1J882G52),冻结期 限36个月，

自2019年8月15日起至2022年8月14日止。

3.�轮候冻结银亿股份，股东代码：0800261833，所持证券简称：川山甲，证券

代码836361，共139,054,545股。冻结生效后，冻结期间产生的孽息一并冻结。冻结

股数以当天交易清算交收后的实际股数为准。 所轮候 冻结股份已办理质押登

记，质押冻结序号为 00049229。

冻结期限自实施冻结之日起36个月，如果原冻结的股份分期解冻，轮候冻结

的股份按解冻时间分期冻结， 后冻结的股份冻结到期日与首次冻结的股份冻结

或续冻到期日相同。

4.�冻结银亿股份持有的捷玛计算机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1� 7.75%

股权（出资额208.8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074143651)� ,�冻结期限三

年，即2019年8月14日至2022年8月13日止。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作为原告的未决小额诉讼案件共计21笔， 涉及

金额41,652,345.77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

比例为0.28%），本公司作为被告的未决小额诉讼案件共计13笔，涉及金额9,664,

893.85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07%）。前述案件主要系房地产业务相关的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常规纠纷。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积极配合、妥善处理此次诉讼，。该两

起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最终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

2、《查封、扣押、冻结通知书》。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ST银亿 股票代码：000981� � � �公告编号：2019-182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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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银亿股份” ）于2019年9月12日收

到宁波中院《民事裁定书》、《查封、扣押、冻结通知书》，系公司与新时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 ）的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民事裁定书》【（2019浙02民初808号）】主要内容

申请人：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院1号楼15层1501

法定代表人：叶顺德

被申请人：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张苏滩573号八楼

法定代表人：熊续强

申请人新时代证券与被申请人银亿股份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中， 申请人

新时代证券于2019年7月18日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依法冻结被申请人

银亿股份人民币2,112万元银行存款或查封等值财产，并已提供担保。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新时代证券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

下：冻结被申请人银亿股份人民币2,112万元银行存款或查封等值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通知书》【（2019）浙02执保301号】主要内容

被申请人：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申请人新时代证券的申请，你名下下列财产被查封、冻结：

1. �冻结银亿股份持有的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出资额

42,405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610267335W），冻结期限三年，即自2019

年8月30日至2022年8月29日。

2. �冻结银亿股份持有的宁波莲彩科技有限公司70%股权 （出资额3,500万

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309084839U），冻结期限三年，即自2019年8月28

日至2022年8月27日。

3.�轮候冻结银亿股份，股东代码：0800261833，所持证券简称：川山甲，证券

代码836361，共139,054,545股。冻结生效后，冻结期间产生的孽息一并冻结。冻结

股数以当天交易清算交收后的实际股数为准。 所轮候 冻结股份已办理质押登

记，质押冻结序号为 00049229。

冻结期限自实施冻结之日起36个月，如果原冻结的股份分期解冻，轮候冻结

的股份按解冻时间分期冻结， 后冻结的股份冻结到期日与首次冻结的股份冻结

或续冻到期日相同。

公司此前未收到关于该起案件的相关诉讼资料，仅于2019年9月12日收到上

述民事裁定书及查封、扣押、冻结通知书。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作为原告的未决小额诉讼案件共计21笔， 涉及

金额41,652,345.77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

比例为0.28%），本公司作为被告的未决小额诉讼案件共计13笔，涉及金额9,664,

893.85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07%）。前述案件主要系房地产业务相关的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常规纠纷。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积极配合、妥善处理此次诉讼。本次诉

讼尚未开庭审理， 最终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

2、《查封、扣押、冻结通知书》。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 ST银亿 股票代码：000981� � � �公告编号：2019-183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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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股东西藏银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

银亿” ）以及欧阳黎明女士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冻结股数

（

股

）

轮候期限 委托日期 轮候机关

本次冻结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

西藏

银亿

是

14,450,868 36

2019

年

9

月

2

日

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

院

3.00%

欧阳

黎明

是

3,460,600 36

2019

年

9

月

11

日

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

院

100.00%

二、冻结原因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

的上述数据外，西藏银亿尚未收到与上述冻结相关的法院文书。

2.�因欧阳黎明女士等与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宁波中院根

据（2019）浙02民初55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欧阳黎明女士所持有的本公司

15,525,300股股份。又因欧阳黎明女士于2019年9月9日被动减持12,064,700股股份

后，其仅持有本公司3,460,600股股份，故实际冻结股份数为3,460,600股。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被冻结情况

截至2019年9月12日，西藏银亿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481,414,795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1.95%，其中：累计被质押股份数为479,635,8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91%；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数为14,450,8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6%。

截至2019年9月12日，欧阳黎明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3,460,6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09%，其中：累计被质押股份数为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

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数为3,460,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9%。

截至2019年9月12日，西藏银亿、欧阳黎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

份数为2,890,775,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1.77%，其中：累计被质押股份数为 2,

826,453,39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17%； 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数为1,656,826,

0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13%；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数为716,303,413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17.78%。 西藏银亿、 欧阳黎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结构图如

下：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西藏银亿及欧阳黎明女士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的事项，不会对公司

的运行和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2、西藏银亿、欧阳黎明女士正在与债权人积极沟通，协商债务展期、追加保

证金或抵押物等措施防范该等股份经司法程序被处置的风险。

3、本次股份冻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变更。

4、本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证券冻结数据表》；

2、《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