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一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主题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１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１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嘉实
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嘉实主题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元）

１．３２２

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起，投资者可在下述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办理嘉实沪深３００交
深市股票实物申赎、沪市股票现金替代”模式下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
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三、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序号

代销机构名
代销机构信息
称

１．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７６８号
法人代表：杨德红
国泰君安证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券股份有限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公司
联系人：芮敏祺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２．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６６号４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１８８号
法人代表：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１８３８８０
券股份有限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公司
联系人：权唐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３．

注册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人代表：何如
国信证券股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份有限公司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联系人：李颖
客服电话：９５５３６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４．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１１１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Ａ座３８－４５层
法人代表：霍达
招商证券股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份有限公司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联系人：林生迎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９５５６５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ｍ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５．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２号６１８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２６号广发证券大厦
法人代表：孙树明
广发证券股 电话：（
０２０）６６３３８８８８
份有限公司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３０５
联系人：陈姗姗
客服电话：９５５７５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６．

二期）北座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中信证券大厦；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４８号
中信证券大厦
中信证券股 法人代表：张佑君
份有限公司 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联系人：郑慧
客服电话：９５５５８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７．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２－６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２－６层
法人代表：陈共炎
中国银河证
电话：０１０－８３５７４５０７
券股份有限
传真：０１０－８３５７４８０７
公司
联系人：辛国政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８．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９８９号４５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９８９号
法人代表：李梅
申万宏源证 电话：０２１－３３３８８２１４
券有限公司 传真：０２１－３３３８８２２４
联系人：陈宇
客服电话：９５５２３或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９．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２２８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２２８号
法人代表：周易
华泰证券股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１９３
深圳）
份有限公司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９６２（
联系人：庞晓芸
客服电话：９５５９７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０．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２２２号１号楼２００１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２８号龙翔广场东座５层
法人代表：姜晓林
中信证券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９６０６１６６
（
山东）有限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责任公司
联系人：焦刚
客服电话：９５５４８
网址：ｈｔｔｐ：／／ｓｄ．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１１．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２６８号
办公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２６８号
法人代表：杨华辉
兴业证券股
电话：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５４７
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乔琳雪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２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２．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３１８号２号楼２２层、２３层、２５－２９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１１９号东方证券大厦、中国上海市黄浦区中
山南路３１８号２号楼３－６层、１２层、１３层、２２层、２５－２７层、 ２９层、３２层、３６层、３８层
法人代表：潘鑫军
东方证券股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份有限公司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７８８８
联系人：王凤
客服电话：９５５０３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３．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３６号华远华中心４、５号楼３７０１－３７１７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３６号华远华中心４、５号楼３７０１－３７１７
法人代表：施华
方正证券股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９９７
份有限公司 传真：（
０１０）５６４３７０１３
联系人：丁敏
客服电话：９５５７１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１４．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６００８号特区报业大厦１６、１７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６００８号特区报业大厦１６、１７层
法人代表：曹宏
长城证券股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８２１７３３
份有限公司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５６７
联系人：金夏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截止收益分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６３３，５５６，５３２．２７
配基准日的 元）
相关指标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
位：元）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元／１０份基金份额）

０．１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２０１９年的第二次分红

注：（
二）“
１）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十九（
６、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
本基金收益每季度至少分配一次，每季度不超过三次，每年不超过十二次。 在每基
金份额可分配收益占基金份额面值的比例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的三年期居民定
期储蓄存款利率（
税后）水平的１２０％时，基金应当分配收益”等约定，本基金基金合
同无约定分红比例。 （
２）本次实际分红方案为每１０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０．１０００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基准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 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２０１９
年１０月２４日，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２５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２）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
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
３）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享有本次分红
权益，申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４）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
为现金方式，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
５）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
资者可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
分红方式的，敬请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１０月２２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６）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①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００－
８８００。
②基金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绍兴
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乐
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杭州
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
普泽（
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通华财富（
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
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广源达信基金销售有限公
北京）
司、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加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济安财富（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证金牛（
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大
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民财富基金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万家财富基金销售
（
天津）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安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
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
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华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英大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
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融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国
瑞证券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蚂蚁（
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凤凰金信（
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沪深３０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深市股票实物申赎、
沪市股票现金替代”模式下增加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发布公
告，将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起对本公司管理的嘉实沪深３０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场内简称 “
深市股票实物申赎、沪市股
３００ＥＴＦ”，代码：１５９９１９）开通场内“
票现金替代”业务。 经本公司与下述机构签署的协议，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本
公司决定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起增加下述机构为以上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办
理“
深市股票实物申赎、沪市股票现金替代”模式下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一、 适用基金范围
嘉实沪深３０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二、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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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５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１９层、２０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５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１９层、２０层
法人代表：张永衡
广州证券股 电话：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９９９
份有限公司 传真：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５４
联系人：林洁茹
客服电话：９５３９６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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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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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及２８层
法人代表：丁学东
中国国际金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融股份有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２０３
公司
联系人：杨涵宇
客服电话：４００ ９１０ １１６６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注册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十八号川信大厦１０楼
办公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１８号川信大厦１０楼
法人代表：吴玉明
宏信证券有 电话：０２８－８６１９９２７８
限责任公司 传真：０２８－８６１９９３８２
联系人：刘进海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３６６３６６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ｘ８１８．ｃｏｍ

１８．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９９号院１号楼１５层１５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９９号院１号楼１５层１５０１
新时代证券 法人代表：叶顺德
股份有限公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１４６
联系人：田芳芳
司
客服电话：９５３９９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１９．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５０３３号平安金融中心６１层－６４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５０３３号平安金融中心６１层－６４层
法人代表：何之江
平安证券股 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３７４３６
份有限公司 传真：０２１－５８９９１８９６
联系人：周一涵
客服电话：９５５１１一８
网址：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２０．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１１１５号北京银行南昌分行营业大楼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１１１５号北京银行南昌分行营业大楼
法人代表：徐丽峰
国盛证券有 电话：（
０７９１）８６２８３３７２
限责任公司 传真：（
０７９１）８６２８１３０５
联系人：占文驰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２２１１１
网址：ｗｗｗ．ｇｓｚｑ．ｃｏｍ

２１．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１８号安联大厦２８层Ａ０１、Ｂ０１（
ｂ）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１８号安联大厦２８层Ａ０１、Ｂ０１（
ｂ）单元
法人代表：俞洋
华鑫证券有 电话：０２１－５４９６７５５２
限责任公司 传真：０２１－５４９６７０３２
联系人：杨莉娟
客服电话：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２．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５７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５７层
法人代表：陈林
华宝证券有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７７２２２
限责任公司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７８２２
联系人：夏元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四、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
深市股票实物申赎、沪市股票现金
替代”模式下的申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５、公司控股股东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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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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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１、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上
２、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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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５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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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１、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部分首发前限售股，限售起始日期为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２３日，发行承诺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２、本次解除首发限售股的股东１９名，合计解除限售的数量２４，７５０，０００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２７．５０００％
星期三）
３、本次解除首发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证监许可〔
关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２０１８〕１５１７ 号）核准，并深圳证券交易所《
于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深证上
〔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
２０１８〕４９３ 号）同意，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昂利康”）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司”或“
Ａ股）２，２５０万股，并于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２３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６，７５０万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９，０００
万股，其中：限售流通股６，７５０万股，无限售流通股２，２５０万股。 公司上市后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也未实施股份回
购，不存在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产生影响的情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９，０００万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６，
７５０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７５．００００％。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１、股份流通限制、自愿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
（
１）股东叶树祥、杨国栋承诺
①自昂利康发行的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昂利康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昂利康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本人担任昂利康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昂利康股份总数的２５％， 并且在卖
出后６个月内不再买入昂利康的股份， 买入后６个月内不再卖出昂利康股份；离
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昂利康股份，并且上述半年期限届
满后的一年内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和的５０％。
②上述锁定期届满后２年内，本人减持昂利康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
发行并上市时昂利康股票的发行价； 昂利康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
即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昂利康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６个月。 若公司在
本次发行并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
行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③如本人违反前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昂利康股份的，本人承诺违
规减持昂利康股票所得归昂利康所有，同时本人持有剩余昂利康股份的锁定期
在原股份锁定期 （
包括前述第二项承诺的延长后的锁定期） 届满后自动延长１
年。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昂利康，则昂利康有权将应付本人在昂利康
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昂利康所有。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④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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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
２）股东、监事潘小云、严立勇承诺
①自昂利康发行的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昂利康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昂利康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除上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昂利康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 在本
人离职后６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人申报离任６
个月后的１２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有公司
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③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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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
３）其他股东承诺
嵊州市金基医药投资有限公司、赵成建、吴伟华、汪作良、王仁民、张翠、安
荣昌、浙江恒晋同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王晓瑛、吕燕玲、徐爱放、叶
崴涛、王浩、陈利军、楼挺华承诺
①自昂利康发行的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昂利康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昂利康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②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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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２、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股价的承诺
（
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触发条件
公司上市后３年内， 若股票收盘价连续２０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且同时满足相关回购、增持公司股份等行为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则触发公司、控股股东、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
稳定公司股价措施。
（
２）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
①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实施顺序：
Ａ、公司回购公司股票；
Ｂ、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前述措施中的优先顺位相关主体如果未能按照本预案履行规定的义务，或
已履行相应义务后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自动触发后一顺位相关主体实施稳定股价措施（
前述相
应主体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条件触发称为“
相应稳定股价措施触发”）。
②稳定公司股价具体措施
根据股价稳定预案，在不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不迫使公司控股
股东或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况下，股价
稳定措施采取如下顺序与方式：
Ａ、在公司回购的相应稳定股价措施触发后，公司将在１０个交易日内召开董
事会，依法作出实施回购股票的决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相应公告程
序。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实施回购股票的议案后， 公司将依法履行相应的公告、
备案及通知债权人等义务。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３个月内，按以下
原则回购股票：ａ．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ｂ．回购股份的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
可的其他方式；ｃ． 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高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１０％；ｄ．单一会计年度用于稳定股价的回购资
金合计不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３０％。 超
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
出现需启动稳定措施的情形时，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在公司回购的稳定股价措施触发后，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或者继续回购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
足法定上市条件时，公司将终止实施回购股票措施。
Ｂ、在公司控股股东相应稳定股价措施触发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在１０个交易
日内向公司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面通知（
以下简称“
增持通知书”），增持通知书
应包括增持股份数量、增持价格、增持期限、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将在相应触发增持股价措施之日起３个月内增持公司股票， 增持
股票的金额不低于自公司上市后累计从公司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２０％， 增持
股份的价格不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公司不得为控股股
东实施增持公司股票提供资金支持。 具体增持股票的数量等事项将提前公告。
超过上述标准的，本项股价稳定措施在当年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
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措施的情形时，公司控股股东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
定股价预案。
在公司控股股东相应稳定股价措施触发后，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或者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
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时，或者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将迫使公司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公司控股股东将终止实施增持股票措施。
在触发增持股票义务后，若控股股东未向公司送达增持通知书或虽送达增
持通知书但未按披露的增持计划实施，则公司有权将该年度及以后年度应付控
股股东的现金分红款项收归公司所有，直至累计金额达到控股股东自公司上市
后累计从公司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２０％止。
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应稳定股价措施触发后，
Ｃ、在公司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在１０个交易日内向公司送达增持公
公司董事（
司股票书面通知，增持通知书应包括增持股份数量、增持价格、增持期限、增持
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 公司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在相
应触发增持股价措施之日起３个月内增持公司股票， 个人增持的总金额不超过
上一年度于公司取得薪酬总额的５０％， 增持股份的价格不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具体增持股票的数量等事项将提前公告。
超过上述标准的，本项股价稳定措施在当年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
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措施的情形时，公司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若公司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应稳定股价措施触发后，公
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或者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时，或者继续增持股票将导
致将迫使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公司董事（
不含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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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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顺钠股份，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３３） 交易价格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０月１７日、１０月１８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累计偏离超过２０％，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
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进行核实，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１、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形；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４、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蕙富博衍投资合伙企业 （
“
蕙富博衍”）问询，蕙富博衍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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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锋龙股份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终止实施增持股票措施。
（
３）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履行上述承诺的约束措
施
若本人未能按上述承诺履行稳定公司股价义务，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
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公司有权将应付本人的薪酬予以暂扣处理，
直至本人实际履行上述承诺义务为止， 同时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直
至本人按本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３、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
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赔偿损失的相关承诺
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现就本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的《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之真实性，承诺如下：
①本人承诺昂利康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②若因昂利康本次发行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在
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本人将本着主动
沟通、尽快赔偿、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
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沟通赔偿，通过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
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③本人以当年以及以后年度自昂利康取得的税后工资作为上述承诺的履
约担保，且若本人未履行上述购回或赔偿义务，则在履行承诺前，本人直接或间
接所持的公司股份（
如有）不得转让。
４、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相
关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要求，就公司本次
发行涉及的每股收益即期回报被摊薄的填补回报措施等有关事项作出如下承
诺：
①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
式损害昂利康利益；
②对个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③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④将积极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股份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对昂利康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投票
赞成（
如有表决权）；
⑤如股份公司未来制定、修改股权激励方案，其将积极促使未来股权激励
方案的行权条件与股份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对昂利康董事
如有表决权）；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投票赞成（
⑥将根据未来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相关规定，积极
采取一切必要、合理措施，使上述股份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⑦自承诺函出具日至昂利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之日，
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
本人已作出的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
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前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 若本人前述承诺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将对股份公司或股份公司的股东给予充分、及时而有效的补
偿。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
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
管理措施。
５、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相关责任主体承诺事项未
履行约束措施
作为昂利康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人保证将严格履行昂利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①如果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并将在
获得收入的５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③及时、充分披露相关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
④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⑤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
（
二）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
三）不存在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承诺、股东后续追加承
诺、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的情形
（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五）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的情形，公司不存在为其提供任何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星期三）
１、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
２、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２４，７５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２７．５０００％
３、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为１９名
４、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股）

序号

股东全称

１

嵊州市金基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１２，０７０

３，３１２，０７０

备注

２

赵成建

３，１４４，６６０

３，１４４，６６０

３

吴伟华

２，８５３，５７０

２，８５３，５７０

４

叶树祥

２，４５０，０００

２，４５０，０００

注１

５

杨国栋

２，４５０，０００

２，４５０，０００

注２

６

汪作良

１，８３２，２００

１，８３２，２００

７

王仁民

１，５７１，７８５

１，５７１，７８５

８

张翠

１，４４６，２５０

１，４４６，２５０

９

浙江恒晋同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９６４，２８５

９６４，２８５

１０

安荣昌

７７８，７５０

７７８，７５０

１１

王晓瑛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２

潘小云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

吕燕玲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注３

１４

徐爱放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注３

１５

严立勇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注４

１６

叶崴涛

４８２，１４５

４８２，１４５

１７

王浩

３８５，７１５

３８５，７１５

１８

陈利军

３３７，５００

３３７，５００

１９

楼挺华

２４１，０７０

２４１，０７０

２４，７５０，０００

２４，７５０，０００

合计

注１：股东叶树祥为公司现任董事，在本次解除限售后，仍需遵守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的相关规定及做出的股份锁定的承诺。
注２：股东杨国栋为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解除限售后，仍需遵守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的相关规定及做出的股份锁定的
承诺。 股东杨国栋质押股份总计４９０，０００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２０．００００％，占
公司股份的０．５４４４％。
注３：股东潘小云、徐爱放分别为公司现任监事会主席、监事，在本次解除限
售后，仍需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的相关规定及做出
的股份锁定的承诺。
注４： 股东严立勇曾任公司监事， 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离任 （
任期届满前离
任），在本次解除限售后，仍需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的相关规定及做出的股份锁定的承诺。
５、上述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减持情
况，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做出的相
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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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
昂利康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１、昂利康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２、 昂利康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时所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３、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昂利康关于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昂利康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０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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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九州证券”）为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原指定刘晶
晶先生、詹朝军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期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止。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收到九州证券出具的《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更换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之保荐代表人的
函》，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刘晶晶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本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九州证券指定保荐代表人任东升先生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起接替刘晶
晶先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相关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之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
任东升先生、詹朝军先生，持续督导期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公司董事会对刘晶晶先生在公司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附：保荐代表人任东升先生简历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任东升先生简历
任东升先生，现任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委员会投行业务一部董
事总经理，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保荐代表人。 曾主持或参与了天利高
新（
６００３３９）ＩＰＯ、 天 富 能 源 （
６００５０９）ＩＰＯ、 新 疆 天 宏 （
６００４１９）ＩＰＯ、 利 尔 化 学
（
００２２５８）ＩＰＯ、 川润股份 （
００２２７２）ＩＰＯ、 天齐锂业 （
００２４６６）ＩＰＯ、 泸州老窖
（
０００５６８）配股、金路集团（
０００５１０）配股、天沃科技（
００２５６４）非公开发行股票、华
电能源（
６００７２６）重大资产重组和金山股份（
６００３９６）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