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鹰元和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在代销机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元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元和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68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金鹰元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金鹰元和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10月30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10月30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5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 5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

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以及为保护金鹰

元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金鹰元和混合A 金鹰元和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681 00268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大额） 申购

（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

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单

位：元 ）

500,000.00 5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 元）

500,000.00 500,000.00

注：（1）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

金管理人” ）决定从2019年10月30日起，对金鹰元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 ）的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投）投资进行大额限

额，具体限额如下：

从2019年10月30日起，在代销机构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投）基

金份额的最高金额为50万元（含），即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投）基

金份额的金额超过5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全部或部分拒绝该类份额的申请。

（2）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投）业务期间，除本基金大额申购（含转

换转入及定投）外的其他业务正常办理。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投）业

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6135-888

（2）本基金管理人网址：www.ge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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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本基

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中国证监会对基金募集的注册，不代表

对基金收益和风险的实质性判断和保证。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

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

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

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集丰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0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集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集丰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71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

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广发集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张芊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代宇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代宇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变更登记手续，调整自2019年10月

29日生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中债1-3年

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0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中债1-3年农发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562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

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广发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伟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予柯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予柯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变更登记手续，调整自2019年10月

29日生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利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0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利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利鑫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44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

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广发利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爽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爽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变更登记手续，调整自2019年10月

29日生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600117� � � �股票简称：西宁特钢 公告编号：临2019-076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三季度获得政府补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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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2019年三季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152,017,069.56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依据文件 文件号

拨付时

间

本期计入损益的政府

补助

与资产相关/与收

益相关

500TPD套筒

窑工程

关于青海省2011年第二批 “双百”

工程和产业结构调整项目贷款贴息

及投资补助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11】1371号

2011 199,999.98 与资产相关

LF精炼炉

关于下达2008年第二批企业技术创

新补助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08】1477号

2008 9,999.99 与资产相关

LT精炼炉

关于下达2008年第三批科技项目经

费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08】1237号

2008 29,999.97 与资产相关

VD炉改造

（三炼）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达2009年

青海省第一批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

目计划的通知

青经投【2009】

107号

2009 25,000.02 与资产相关

厂区环保治理

（新）-污染

源监控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达全省重

点污染源新增氮氧化物和氢氧自动

监控设施建设计划的通知

青环【2011】655

号

2011 20,512.99 与资产相关

大、小棒轧钢

技术升级改造

项目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8年第二

批工业转型升级（省级）专项资金

的通知

青财企字

【2018】1991号

2018 396,475.74 与资产有关

电炉等余热回

收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 《下达2012年节能技术改

造财政奖励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

批）的通知》的通知

青经资【2012】

218号

2012 276,750.00 与资产相关

二锅炉除尘脱

硫设施改造

关于下达2009年省级排污费专项资

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09】1718号

2009 29,999.97 与资产相关

高端创新千人

计划

青海省 “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

实施细则、 关于印发第三批青海省

“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 引进培

养人才名单的通知

青组字【2016】

181号、青人才

字【2018】2号

2018 241,761.83 与收益相关

高炉大修(3#)

关于下达青海省2011年技术改造和

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贷款贴息（投资

补助）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12】38号

2011 133,333.34 与资产相关

高炉技术改造

关于下达2011年青海省地方特色产

业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11】349号

2011 8,888.88 与资产相关

高炉煤气余压

发电(TRT)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达2011年

第二批重点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

等项目计划的通知

青经资【2011】

470号

2011 487,500.03 与资产相关

高炉喷煤

高炉喷煤技术升级改造项目资金补

助

公司申请 2009 1,111.12 与资产相关

固体废弃物回

收利用

关于下达2007年第一批工业项目贴

息资金和投资补助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07】969号

2007 36,499.95 与资产相关

合金钢小型连

轧项目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达2005年

第一批技术改造贴息资金计划的通

知

青经投【2005】

118号

2005 150,000.03 与资产相关

环境改造工程

关于下达2009年第一批工业项目贷

款贴息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09】401号

2009 37,500.03 与资产相关

环境治理污染

减排

关于下达2009年省级环境保护专项

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09】1725号

2009 41,580.90 与资产相关

回收西区水增

建化学除油间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25,000.02 与资产相关

焦化储煤仓环

保专项补助资

金

关于下达环保专项补助资金的通

知、 关于下达排污费专项资金的通

知

宁财建字

【2011】1929号、

青财建字

【2011】2279号

2012 37,500.03 与资产相关

焦化废水处理

工程政府补助

资金

关于下达2014年大气污染治理项目

补助资金的通知

宁环发【2015】

167号

2015 64,999.98 与资产相关

焦化干熄焦环

保工程政府补

助资金

关于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90T/H干熄焦扬尘治理工程实施

方案审查意见的函

宁环函【2015】

146号

2015 877,500.00 与资产相关

焦化脱硫技改

补助资金

关于下达2012年西宁市环保专项资

金的通知

宁环发【2012】

508号、青财建

字【2012】2413

号

2012 183,750.03 与资产相关

焦化脱硫技改

工程脱硫废液

提盐项目补助

资金

关于下达2012年西宁市环保专项资

金的通知

宁发字【2014】

167号

2014 71,749.98 与资产相关

节能改造项目

一一节电

关于下达2009年十大重点节能工程

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

预算（拨款）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09】554号

2009 99,999.99 与资产相关

节能改造项目

一一节水

关于下达2009年十大重点节能工程

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

预算（拨款）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09】554号

2009 189,999.99 与资产相关

节能改造项目

一一燃气综合

利用

关于下达2009年十大重点节能工程

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

预算（拨款）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09】554号

2009 299,999.97 与资产相关

精品特钢大棒

线生产线

青海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

达青海省2015年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贷款贴息及投资补助 （后补助）项

目资金计划的通知

青经信投

【2015】218号

2015 487,500.03 与资产相关

精品特钢小棒

材生产线

关于下达创建节水型企业补助资金

的通知

宁财农字

【2016】1194号

2016 18,749.97 与资产相关

快段机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关于下达青海省

2008年第一批工业项目贴息资金计

划的通知

青经投【2008】

174号

2008 150,000.03 与资产相关

老线污水改造

关于拨付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老线污水回用改造工程项目环境保

护专项资金的函

青环函【2007】

147号、青环函

【2007】41号

2007 180,000.00 与资产相关

连续式轧钢机

改造

关于下达2002年第三批国债专项资

金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资金计划

的通知

国经贸投资

【2002】847号

2004 999,999.99 与资产相关

炼钢技术升级

改造2

关于下达青海省2011年 “保增稳

产” 企业投产项目扶持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12】37号

2012 88,235.28 与资产相关

炼钢升级改造

关于下达城北区2015年第二批中小

微企业项目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

城北经商[2015]

87号

2015 7,499.97 与资产相关

绿色转型生态

文明发展专项

治理

青海省环境监察总队关于下达2015

年全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建设及

设备更新补助资金的通知

青环监察[2015]

48号

2015 7,499.97 与资产相关

燃煤锅炉改造

关于下达青海省2010年第二批节能

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的通知

宁财发字

【2010】1316号

2010 145,999.98 与资产相关

燃气综合利用

工业炉窑节能

燃气综合利用工业炉窑节能项目补

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8 39,999.96 与资产相关

热处理炉

关于下达青海省2009年节能技术改

造财政奖励资金的通知

宁财企字

【2009】2188号

2009 182,500.02 与资产相关

日处理废水

关于调整2010年产业结构调整和振

兴资金项目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11】68号

2011 459,999.99 与资产相关

三泵战及一炼

水系统改造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50,000.04 与资产相关

三炼consteel电

炉及LF炉除尘

关于拨付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

三炼consteel电炉及LF炉除尘改造工

程项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函

青环函【2007】

148号

2007 135,000.00 与资产相关

三炼除尘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达2014年

省级排污费专项资金的通知

青环发【2014】

515号

2014 50,000.04 与资产相关

上下游产业对

接奖补

关于拨付2018年第二批落实稳定工

业经济增长若干措施相关补助资金

的通知

宁财企字

【2018】1670号

2018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烧结余热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达2014年

第三批新开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

青科发计财

[2014]141号

2014 25,000.00 与资产相关

石灰石矿除尘

设备升级改造

项目补助资金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达2014年

省级排污费专项资金的通知

青环发【2014】

515号

2014 24,545.44 与资产相关

数字化调度指

挥平台

关于下达2011年物联网发展专项资

金的通知

宁财建字

【2011】1119号

2011 225,000.00 与资产相关

天然气补助

关于下达青海省2018年经济运行

（市州级）调节资金的通知

宁财企字

【2018】1827号

2018 2,477,500.00 与收益相关

网络管理系统

关于清算2008年和2009年节能技术

改造财政奖励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10】2036号

2010 176,249.97 与资产相关

稳定和扶持区

域经济发展奖

补

关于拨付工业企业稳定和扶持区域

经济发展奖补资金的通知

城北发经[2017]

158号

2017 1,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污染减排烧结

脱硫等项目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下达2012年

省级排污费资金的通知

青环【2012】661

号

2012 90,000.00 与资产相关

污染源自动监

控设施运行费

补助

青海省环境监察总队关于下达2017

年青海省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

自动监控设施第三方运营补助计划

的通知

青环监察[2017]

23号

2017 160,000.00 与收益相关

无电冶炼

关于下达青海省2011年节能降耗项

目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11】1012号

2011 90,000.00 与资产相关

西钢环保项目

关于下达2007年循环经济发展专项

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07】1012号

2007 37,500.03 与资产相关

西钢水系统改

造工程

2008年节能降耗目标及主要节能技

改项目资金补助

公司申请 2008 94,999.95 与资产相关

新建三座1000

立方氧气储罐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50,000.04 与资产相关

循环经济园区

关于下达2010年青海省地方特色产

业中小企业发展资金预算 （拨款）

的通知

青财企字

【2010】1708号

2010 57,500.01 与资产相关

一炼除尘

关于拨付西宁特钢集团公司一炼车

间除尘系统改造专项经费的通知

宁财建字

【2005】854号

2005 655,000.02 与资产相关

轧钢技术升级

改造1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3年工业

“双百” 及产业结构调整及振兴、循

环经济产业、企业技术创新、重点工

业项目前期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13】1990号

2013 637,499.97 与资产相关

专利奖 公司申请 公司申请 2019 82,900.00 与收益相关

专用设备 专用设备补助 公司申请 2011 1,104.03 与资产相关

转炉吹炼

关于下达2010年青海省第二批企业

技术创新资金的通知

青财建字

【2010】1757号

2010 39,999.96 与资产相关

转炉生产特钢

开发

关于下达2007年度企业技术创新项

目补助资金指标的通知目补助

青财建字

【2007】1328号

2007 60,000.03 与资产相关

总降改造及各

级动力变动改

造

工业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资金 公司申请 2007 50,000.04 与资产相关

稳岗补贴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青

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青海

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

的通知

青人社厅发

【2019】48号

2019 38,501,870.04 与收益相关

19年财政贴息

补助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补助资金

（省级）的通知、关于拨付西宁特殊

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专项补助资金

的申请、 关于下拨青海省财政厅

2019年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的通知

青 财 企 字

【2019】227 号 、

西钢集团政字

【2019】9号 、西

钢 集 团 政 字

【2019】118号申

请

2019 50,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19年财政贴息

补助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补助资金

（省级）的通知、关于拨付西宁特殊

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专项补助资金

的申请、 关于下拨青海省财政厅

2019年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的通知

青 财 企 字

【2019】227 号 、

西钢集团政字

【2019】9号 、西

钢 集 团 政 字

【2019】139号申

请

2019 50,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52,017,069.56

（二）公司2019年三季度累计收到的政府补助158,838,4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依据文件 文件号

拨付

时间

拨付金额

与资产相关/与

收益相关

19年财政

贴息补助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补助资金 （省

级）的通知、关于拨付西宁特殊钢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专项补助资金的申请、 关于

下拨青海省财政厅2019年财政贴息专项

资金的通知

青财企字【2019】227

号 、 西钢集团政字

【2019】9号、 西钢集

团政字【2019】118号

申请

2019 50,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19年财政

贴息补助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补助资金 （省

级）的通知、关于拨付西宁特殊钢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专项补助资金的申请、 关于

下拨青海省财政厅2019年财政贴息专项

资金的通知

青财企字【2019】227

号 、 西钢集团政字

【2019】9号、 西钢集

团政字【2019】139号

申请

2019 50,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青海省

财政厅、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青海省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

业稳定就业岗位的通知

青人社厅发【2019】

48号

2019 58,838,4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58,838,400.00

二、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截止2019年三季度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152,017,

069.56元，最终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程度，以经公司年报审计机构审计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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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四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8日以书面(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

出，会议如期于2019年10月28日上午10时在公司办公楼101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1.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报告期的财务状况，没有发现公司财务工作违规行为，公司会计

事项的处理、报表的编制及公司执行会计制度等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未损

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

3.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公司2019年三季度的经营管理效果和财务状况。

4.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成员变动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监事何文康先生因工作调动，辞去所任公司监事职务，并根据控股股东西宁特殊钢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推荐，向股东大会提请审议补选谢海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以上第（二）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附：补选监事简历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附件：

补选监事简历

谢海，男，汉族，甘肃会宁人，1979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助理会计师。历任内蒙双利铁矿财务

部科长、哈密博伦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博伦矿业公司财务资产部副部长、部长、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处副处长、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现任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处长，

拟任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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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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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于2019年10月18日收到公司监事何文康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其工作变动，申请辞去

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何文康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公

司补选监事前，仍需履行相应职责和义务。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监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监事会对何文康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为公司经营发展和公司监事会工作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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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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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11月1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11月13日15点00分

召开地点：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101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11月13日

至2019年11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

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监事会成员变动的议案 应选监事（1）人

1.01 谢海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文件和资料将于会议召开前5个工作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网址：http://www.sse.com.cn）以及公司网站（网址：http://www.xntg.com）。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一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

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

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17 西宁特钢 2019/1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股东类别

2019年11月5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部A股股东。

（二）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

司营业部出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2.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3.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4.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但参会时须提供授权委托书等原件；如以信函方式登记，请在信

函上注明“2019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字样，并附有效联系方式。

（三）登记时间：2019年11月8日9:00一11:30、13:00一17:00。

（四）登记地点：青海省西宁市柴达木西路52号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六、 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熊俊：0971-5299673

孙康：0971-5299186

传真：0971-5218389

（三）联系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柴达木西路52号

邮政编码：810005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授权委托书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1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监事会成员变动的议案

1.01 谢海

委托人签名（盖章）：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年月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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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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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8日以书面(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

出，会议如期于10月28日在公司101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会现有成员9名，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西宁特殊钢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以及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成员调整的议案》。

会议同意，因八届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对董事会下设的各专业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成员构

成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尹良求

委员：夏振宇、张伯影、马玉成、卫俊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程友海

委员：夏振宇、张伯影、卫俊、王富贵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卫俊

委员：尹良求、钟新宇、程友海、王富贵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富贵

委员：尹良求、马玉成、程友海、卫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2019年11月13日召开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2019-079

号）。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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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三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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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九号一一钢铁》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公司现将

2019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项

目

产量（吨） 销量（吨） 平均售价（元/吨）

2019年 2018年

增减比

率

2019年 2018年

增减比

率

2019年 2018年

增减比

率

三季度 三季度 （%） 三季度 三季度 （%） 三季度 三季度 （%）

不

锈

1,335.28 7,880.00 -83.05 2,032.66 5,280.00 -61.50 12,401.94 8,535.00 45.31

弹

簧

139.01 70.00 98.59 139.01 30.00 363.37 8,100.62 5,934.00 36.51

滚

珠

7,392.79 27,080.00 -72.70 7,222.64 25,400.00 -71.56 11,070.81 6,382.00 73.47

合

工

1,337.07 1,000.00 33.71 1,371.16 1,130.00 21.34 6,323.86 8,400.00 -24.72

合

结

406,830.12 305,120.00 33.33 404,469.99 297,540.00 35.94 3,740.88 4,237.00 -11.71

碳

工

164.40 300.00 -45.20 172.94 280.00 -38.24 4,067.64 4,797.00 -15.20

碳

结

54,699.64 47,110.00 16.11 54,762.42 47,220.00 15.97 3,511.00 3,853.00 -8.88

合

计

471,898.31 388,560.00 21.45 470,170.81 376,880.00 24.75 3,873.09 4,406.70 -12.11

本公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朱弟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刘莲春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5,994,893,683.46 21,737,301,040.14 -2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95,756,199.75 5,538,774,362.87 15.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7,643,953.86 1,105,383,972.60 93.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1,568,314,122.85 11,858,138,256.35 -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7,886,081.74 842,973,544.41 1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871,855,189.86 823,663,244.69 5.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2 16.45 减少0.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7 1.19 -18.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7 1.19 -18.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6,572,661.82 77,141,917.3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76,301.46 42,464,617.4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435,716.53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63,525.48 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93,718.53 -6,557,066.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7,051.81 -2,162,439.08

所得税影响额 -7,171,880.26 -18,291,854.05

合计 34,126,890.82 96,030,891.8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0,17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

公司

196,142,792 19.60 23,576,490 质押 171,844,76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卓凡投资有限公司 39,356,442 3.93 17,949,364 质押 30,489,65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7,129,030 2.71 0 未知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931,135 1.69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新一卓投资有限公司 10,113,904 1.01 4,363,220 质押 4,106,545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85,461 0.76 0 未知 0 未知

张宝珠 6,550,327 0.6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69,300 0.61 0 未知 0 未知

杨坤荣 5,553,000 0.5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马红星 5,502,832 0.5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172,566,302 人民币普通股 172,566,302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7,129,030 人民币普通股 27,129,030

上海卓凡投资有限公司 21,407,078 人民币普通股 21,407,07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931,135 人民币普通股 16,931,13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85,461 人民币普通股 7,585,461

张宝珠 6,550,327 人民币普通股 6,550,327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6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069,300

上海新一卓投资有限公司 5,750,684 人民币普通股 5,750,684

杨坤荣 5,5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53,000

马红星 5,502,832 人民币普通股 5,502,8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上海卓凡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新一卓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同一人。3、本公

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科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76,204,675.98 576,596,560.64 -86.78 应收专网通信产品票据减少

应收账款 1,133,820,058.48 666,667,847.22 70.07 专网通信产品应收款增加

预付款项 7,211,163,778.24 12,139,672,686.76 -40.60

公司专网通信产品后端加工业务减少及

调整供应商支付方式预付款减少

其他应收款 556,091,054.25 301,603,595.77 84.38 应收往来款增加

存货 2,833,161,997.80 3,323,594,091.30 -14.76

主要为长沙房地产公司开发产品销售使

存货减少，其次为专网通信产品交付使用

原材料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95,358,375.17 356,875,372.30 -73.28

主要为上期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本期抵

扣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200,571,882.95 -1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该科目调整至交易

性金融资产和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科目

在建工程 105,767,495.21 97,696,059.78 8.26

主要为量子通信数据链产业化项目固定

资产投资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2,715,501.38 5,077,901.52 -46.52 摊销及出让子公司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934,808.09 51,581,838.57 -24.52 主要为预付固定资产购置款减少

短期借款 1,753,009,442.49 2,366,874,200.00 -25.94 主要为报告期偿还流动资金借款

应付票据 1,904,957,400.00 2,098,159,992.30 -9.21 主要为材料采购票据结算增加

应付账款 1,208,666,800.11 552,481,068.11 118.77 主要为材料采购应付款增加

预收款项 2,919,838,570.39 8,048,402,391.77 -63.72

公司专网通信产品后端加工业务减少预

收款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24,896,419.41 45,603,654.08 -45.41

主要为本期发放部分效益年薪及奖励年

薪

应交税费 694,115,248.98 370,746,408.42 87.22 主要为应交所得税及增值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452,938,717.21 738,978,943.91 -38.71 主要为应付往来款减少

应付利息 4,389,360.13 52,408,905.65 -91.62 主要为偿还债券使债券利息减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39,698,044.22 1,159,846,656.72 -87.96

主要为偿还中期票据7个亿及部分长期借

款

利润表项目

科目

本期金额（2019年

1-9月）

上期金额（2018年1-9

月）

本期数较

上期数变

动 比 例

(%)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11,568,314,122.85 11,858,138,256.35 -2.44 主要为专网通信产品后端加工业务减少

营业成本 9,848,885,195.49 10,115,650,488.41 -2.64 主要为专网通信产品多环节业务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21,240,559.11 28,207,892.85 -24.70 主要为前期进项税发票到账抵扣所致

销售费用 44,451,363.44 94,523,727.34 -52.97 主要为传统产品销售费用减少

研发费用 361,472,741.56 97,029,761.83 272.54 主要为同期研发费用在生产成本中列支

财务费用 117,301,623.39 389,807,083.64 -69.91 主要为借款减少利息减少

投资收益 44,528,893.94 14,347,292.36 210.36 处置子公司形成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43,104,976.19 23,673,687.85 82.08 主要为政府税收奖励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科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本期数较上期

数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7,643,953.86 1,105,383,972.60 93.38

主要为后端加工业务模

式付款方式改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1,115.69 -25,069,385.82 80.01

主要为减少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投资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6,510,029.14 -1,296,119,433.81 54.81 主要为借款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弟雄

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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