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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１、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登了《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０５６）， 并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在 《
ｈｔｔｐ：／／ｗｗｗ．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 《
号：２０１９－０６１）。
２、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３、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召开时间
（
星期五）１４：３０。
１）现场会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
２）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９：３０
一１１：３０，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
日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１５：００的任意时间。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新材料产业
２、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综合楼３０５会议室（
园）
３、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
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４、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５、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项洪伟先生。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
６、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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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８人，代表股份６３，６６７，７９８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５８． ７６１２％。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８人，代表股份６３，６６７，７９８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５８． ７６１２％；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０人，代表股份０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１人，代表
股份１０，０００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０．００９２％。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１人，代表股
份１０，０００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０．００９２％；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０人，代表股份０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项洪伟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１、审议并通过《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６３，６６７，７９８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反
对０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弃权０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中 小 股 东 总 表 决 情 况 ： 同 意 １０，０００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其中，因未投
１００．００００％；反对０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弃权０股（
票默认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以上逐项表决通过。
关于拟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２、审议并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６３，６６７，７９８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反
对０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弃权０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中 小 股 东 总 表 决 情 况 ： 同 意 １０，０００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其中，因未投
１００．００００％；反对０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弃权０股（
票默认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以上逐项表决通过。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审议并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６３，６６７，７９８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反
对０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弃权０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中 小 股 东 总 表 决 情 况 ： 同 意 １０，０００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其中，因未投
１００．００００％；反对０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弃权０股（

根据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中金公司”）签订的销售协议，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起，增加中金公司为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
详见下表）的销售机构。 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中金公司的相关规定。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３４０００１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

３４０００６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社会责任混合

３４０００７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有机增长混合

３４０００８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可转债混合

３４０００１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

３４０００９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货币Ａ

兴全货币

Ａ类：３４０００５
Ｂ类：００４４１７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货币Ｂ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

３４０００６

兴全新视野定期开放混合发起式

００１５１１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社会责任混合

３４０００７

兴全恒益债券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有机增长混合

３４０００８

Ａ类：００４９５２
Ｃ类：００４９５３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

３４０００９

兴全恒裕债券

００６９８５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多维价值混合

Ａ类：００７４４９
Ｃ类：００７４５０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稳泰债券

００３９４９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ＬＯＦ）

前端）
１６３４０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兴全绿色投资混合（
ＬＯＦ）

前端）
１６３４０９（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兴全轻资产混合（
ＬＯＦ）

前端）
１６３４１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兴全商业模式混合（
ＬＯＦ）

前端）
１６３４１５（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兴全合润分级

１６３４０６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兴全沪深３００指数（
ＬＯＦ）Ａ

前端）
Ａ类：１６３４０７（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兴全精选混合

１６３４１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
兴全新视野定开混合
券投资基金
兴全稳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５１１

兴全稳泰债券

００３９４９

兴全恒益债券Ａ

Ａ类：００４９５２

兴全恒益债券Ｃ

Ｃ类：００４９５３

兴全恒裕债券

００６９８５

兴全多维价值混合Ａ

Ａ类：００７４４９

兴全多维价值混合Ｃ

Ｃ类：００７４５０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ＬＯＦ）

前端）
１６３４０２（

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合润分级

１６３４０６

兴全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恒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多维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沪深３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兴全沪深３００指数（
ＬＯＦ）Ａ

前端）
Ａ类：１６３４０７（

兴全沪深３００指数Ｃ

Ｃ类：００７２３０

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兴全绿色投资混合（
ＬＯＦ）

前端）
１６３４０９（

兴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精选混合

１６３４１１

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兴全轻资产混合（
ＬＯＦ）

前端）
１６３４１２（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兴全商业模式混合（
ＬＯＦ）

前端）
１６３４１５（

注：仅开通上述基金的前端销售业务。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１、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开放式基金账户或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序遵循中金公司
的相关规定。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可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办理，
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中金公司的相关规定。
２、本次在中金公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仅开通前端定投业务。 基金管理人规定
一只基金的每期扣款（
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１元（
含申购费），投资者在中金公司办理
定投业务时，具体办理要求以中金公司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
最低限额。
３、兴全新视野定期开放混合发起式基金、兴全货币Ｂ暂不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招募
４、定期定额申购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详见本基金的《
说明书》（
更新）。
５、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则，敬请投资者详细阅读本公司相关公告。
三、基金转换业务
１、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
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且属同一注册登记机构的另一只开
放式基金的份额的行为。 目前，本公司仅接受场外前端申购模式的基金转换申请。
２、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转换补差费组成，即：基金转换费＝转出基金赎
回费 ＋ 转换补差费。 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 收取转换补差
费；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转换补差费。
３、基金管理人规定上述基金最低转换转出及最低持有份额为１份。 在中金公司办理
基金转换业务时，具体办理要求以中金公司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
定的最低限额。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单个交易账户中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低于上述转换最低份额，当基
金份额持有人申请将账户中该基金全部份额进行转换为另一只基金时，不受上述转换最
低份额限制。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某笔转换申请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上述最低持有份额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４、因注册登记机构不同，仅允许注册登记在相同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进行转换。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注：兴全沪深３００指数Ｃ暂不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四、最低申购、赎回、持有份额限制
１、基金管理人规定每个基金账户首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１元，每笔追加申购
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１元。 投资者在中金公司办理申购业务时，具体办理要求以中金公司
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２、基金管理人规定上述基金最低赎回、最低持有份额为１份。 投资者在中金公司办理
赎回业务时，具体办理要求以中金公司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
最低限额。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单个交易账户中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低于上述最低赎回份额，当基
金份额持有人申请将账户中该基金全部份额赎回时，不受上述最低赎回份额限制。 当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某笔赎回申请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上述最低持有份
额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敬请投资者注意赎回份额的设定。
３、本次仅开通上述基金的前端销售业务。
五、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起，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申购（
包括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本
公司将不对申购（
包括定期定额申购）费率设折扣限制，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 则按
原费率执行。 具体折扣费率以中金公司官方公告为准。
基金费率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不包括各基金的
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上述优惠活动解
释权归中金公司所有。
● 销售机构情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２８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２８层
联系电话： （
＋８６－１０） 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
＊该机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业务资格证书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免长话）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ｑ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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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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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２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第一期）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９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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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进入换股期的基本情况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海亮股份”）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海亮集团”）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６日完成了海亮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的发行工作，发行规模８．９２４亿元，债券期限３年，
债券简称“
关于控股股东
１９海亮Ｅ１”，债券代码“
１１７１３３”，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９日披露的《
完成２０１９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０）。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募集
根据有关规定和《
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将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８日进入换股期，换股期限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８日至
本期可交换债券摘牌日前一个交易日（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５日）。
根据换股价格调整方法的约定，在本次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之后，当海亮股份Ａ股股票
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使海亮股份Ａ股股票发生
变化时，换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２０１９年６月５日，公司披露《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向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１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证券代码：６０１１１８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海亮股份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０．０７１３３９７元
（
含税），“
１９海亮Ｅ１” 的换股价格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２日起由初始换股价格９．９６元／股调整为９．８９元／
股。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海亮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８８，１０２．６９万股，占总股本１９５，２１０．７４万股的比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可交换私募债质押专户”持有公司２５，３３０万股，
例为４５．１３％。 其中，通过“
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２．９８％。
进入换股期后，海亮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可能会因债券持有人选择换股而减少，债券
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以及实际换股数量等均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换股不影响海亮集团的控
股股东地位，且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关于海亮集团因其可交换债券投资者换股导致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更， 公司将根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７７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０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收入保险赔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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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签
订的《
海胶集团２０１８年橡胶收入保险项目保险协议书》约定（
详情请见公司于２０１８年
８月１６日发布的２０１８－０５９号公告），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１２日期间因价格波动触发保险赔付
条件，经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查勘定损，确定此次赔付金额为３３，５７１，４８７．６２元。 目前
赔付款项已全部到账，公司将上述款项计入其他收益。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市

致远互联

票默认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以上逐项表决通过。
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４、审议并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６３，６６７，７９８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１００．００００％；反
对０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弃权０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中 小 股 东 总 表 决 情 况 ： 同 意 １０，０００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其中，因未投
１００．００００％；反对０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弃权０股（
票默认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０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２、律师姓名：邵斌、崔洋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上市
３、结论性意见：“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１、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８０２

证券简称：洪汇新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３

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洪汇新材”）于２０１９ 年９
月２０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召开的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证券代码：００２８１５
转债代码：１２８０２７

证券简称：崇达技术
转债简称：崇达转债

交建股份
停牌起始日
16宁建材

的议案》、《
关于拟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华盛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
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事会
决定对上述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３，５００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
价格为１９．５６元／股。 该部分股份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由１０，８３５万股变更为１０，８３４．６５万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１０，８３５万元变更为１０，８３４．６５万元。 具体详见公司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在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２）、《
关于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的公告》（
２０１９－０５３）。
根据《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债权人均有 权自
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３０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４５日内，凭有效
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
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
义务） 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
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１、申报时间：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４日，每个工作日上午９：００一１１：３０、下
午１３：００一１６：００；
２、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新材料产业园 无
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３楼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李专元、周雯
联系电话：０５１０－８８７２１５１０
传真号码：０５１０－８８７２３５６６
３、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
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４、其它
（
１）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
２）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
申“
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７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崇达转债”赎回实施的第十五次提示性公告

注册登记机构

兴全可转债混合

Ａ类：３４０００５
Ｂ类：００４４１７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新股发行日
昊海生科
新股上市日

博时主题
沪

关于增加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０３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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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崇达转债”停止交易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１、“
崇达转债”停止转股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
２、“
崇达转债”赎回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
３、“
公司）资金到账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４、发行人（
５、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１日
崇达转债”赎回价格：１００．４３元／张（
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０．５％，且当
６、“
期利息含税）
崇达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
７、债券持有人持有的“
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可转债停止转股日）仅有３个交
８、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日，距离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
易日，根据赎回安排，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
崇达转债”将按照
崇达转债”赎回价格与停止交易前的市场价格差异较
１００．４３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因“
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特别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本次赎
崇达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回完成后，“
一、赎回情况概述
１、触发赎回情形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２０９５号”文核准，崇达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公开发行了８００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１００
元，发行总额８亿元，期限６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
深证上［
２０１８］
崇达转债”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并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１日进
３０号”文同意，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
入转股期。
根据《
深圳市崇达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崇达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３０．９３元／股。 ２０１８年
崇达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１５．２０元／股；２０１８
５月４日，公司实施２０１７年度权益分派，“
年６月６日， 公司授予首期限制性股票９７５．４万股，“
崇达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１５．１１
元／股；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公司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２０４．３万股，“
崇达转债”的转股价格调
整为１５．１９元／股；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公司实施２０１８年度权益分派，“
崇达转债”的转股价格
调整为１４．７５元／股；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公司因回购注销股权激励的限制性股票９９３，２２８
股，“
崇达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１４．７６元／股。以上“
崇达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具体内
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２０１８年６月５日、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调整的公告》。
公司股票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
崇达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１３０％（
含１３０％），已经触发《
募集说
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关于提前赎回
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
崇达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
崇达转债”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崇达转债”。
２、赎回条款
募集说明书》中对有条件赎回的约定如下：
公司《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
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Ａ、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Ａ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１３０％（
含１３０％）；
Ｂ、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３，０００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ＩＡ＝Ｂ×ｉ×ｔ／３６５
其中：ＩＡ为当期应计利息；Ｂ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
额；ｉ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ｔ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
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３０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６２

证券简称：天夏智慧

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实施安排
１、赎回价格及其依据
根据本公司《
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赎回价格为１００．４３元／
张，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ＩＡ＝Ｂ×ｉ×ｔ／３６５，其中：
ＩＡ为当期应计利息；
Ｂ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１００元／张；
ｉ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０．５０％；
ｔ为计息天数：从上一个付息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７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２０１９年
算头不算尾）。
１０月２４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为３１１天（
当期利息ＩＡ＝Ｂ×ｉ×ｔ／３６５＝１００×０．５％×３１１／３６５＝０．４３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１００＋０．４３＝１００．４３元／张
２、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崇达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
对于持有“
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２０％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
际每张赎回价格为１００．３４元；对于持有“
崇达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和ＲＱＦＩＩ），
根据 《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８〕
崇达转
１０８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每张赎回价格为１００．４３元；对于“
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每张赎回价格为１００．４３元。 扣税后
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深圳分公
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３、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对象为赎回登记日（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收市后在中登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
崇达转债”全部持有人。
４、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
即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至９月１７日）在
１）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５个交易日内（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三次赎回实施公告，通告“
崇达转债”持
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
崇达转债”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起停止交易。
２）“
（
崇达转债”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
赎回
３）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为“
日前一交易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崇达转债”。 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
崇达转债”停止转股。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
崇达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起，“
公司）资金到账日。
（
４）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为发行人（
（
崇达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
崇达转
５）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为赎回款到达“
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
崇达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
６）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７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５、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６０５５２０８
三、其他注意事项
崇达转债”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当天停止交易，债券持有人持有的“
崇达转债”
１、“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
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崇达转债”全部或
２、债券持有人可以在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收市前将自己账户内的“
部分申请转为公司股票，具体转股操作建议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３、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一股的可转债余
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
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
特此公告。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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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６２，
证券简称：天夏智慧）股票交易价格连续２个交易日内（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１０月１８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２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现将关
注、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１、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３、公司专注于发展智慧城市业务，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亦未发生重大变
化。
４、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５、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未买卖公司股票。
６、在关注、核实过程中未发现涉及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股
２、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１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未出现需要发布２０１９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的情形，２０１９年
第三季度公司具体财务数据详见届时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２０１９年第三季度
报告。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
３、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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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子公司智慧海派相关事项问询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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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航天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４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
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智慧海派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
２０１９】２８５８号，以
下简称“
问询函”），要求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之前就《
问询函》所述问题进行回复并予以
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披露的《
航天通信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子公司智慧海派相关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４３）。
公司收到《
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及各中介机构就《
问询函》涉及
的问题进行了逐项分析并深入核查。 由于《
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事项仍在核查中，公司预
计无法在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前完成《
问询函》的回复并对外披露工作。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准
备《
问询函》的回复工作，争取尽快完成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

中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人公告
企业公告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注册号
登记机关
公告期

中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６６９４２８６４ＸＰ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２０１９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２０１９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中海投资管理有限

公告内容

债权申报联系人
债权申报联系电话
债权申报地址

公司因决议解散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张萍

０２１－２３１９１６８０
上海市黄浦区蒙自路 ７６３ 号 ３６ 楼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关于被执行人持有的中科招商投资管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8000万股股票（第一次拍卖）的公告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11月21日10时至2019年11月22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 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
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现公告如下： （第一次拍卖）
一、拍卖标的：被执行人上海中海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科招商投
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8000万股股票（证券代码：832168）。
起拍价：5560万元，保证金：300万元，增价幅度：20万元。
该股票为“新三板”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
现为退市状态，起拍价参考在终止挂牌前十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每股为0.695元。
二、注意事项：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帐户中应有足够的余额（300万元人民币
以上）支付拍卖保证金。请务必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细阅读拍卖公告、拍卖
须知、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及竞买帮助等栏目详细内容。还可登录“人民法院诉讼
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查询拍卖公告详细内容。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咨询电话：025-66203813
联系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121-16-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