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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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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会议为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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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18日(星期三)下午3点15分；

网络投票时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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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

17日下午15:00至2019年11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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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本人出席及通知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

本通知列明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11日。

7．出席对象：

（1）凡截止2019年11月11日下午3：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法律顾问。

8．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28号广州方圆奥克伍德豪景酒店11楼

12号会议室。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8人，代表公司股份444,278,0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912,370,038股）的48.6949%。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名，代表股份389,990,65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912,370,038股）的42.7448%。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其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3、网络投票的情况

在本次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4,287,41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912,370,038股）的5.950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刊登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266,866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99.9975%； 反对1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25%；弃权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0,079,266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60%；反对11,200股，反对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0股，弃权票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 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0,947,241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99.2503%；反对3,330,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7497%；弃权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76,759,641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5.8412%；反对3,

330,825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1588%；

弃权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增加对外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8,343,91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89.6609%；反对30,317,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6.8240%；弃权15,616,45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3.515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4,156,319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2.6472%； 反对

30,317,697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37.8543%；弃权15,616,45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19.4985%。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韩宇烈律师、卢润姿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会议主持人、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

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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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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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菲亚” 或“公司” ）于2019年11月

18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详细情况如下：

一、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况

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2018年9月17日召开的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

金回购部分公司股份。截至2019年9月16日，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已满，股份回

购已实施完成，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账户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1,056,272股，占公

司总股本923,426,310股的1.1973%。截至目前，上述回购的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923,426,310股减少至912,370,038股， 注册资本由923,426,310

元减少至912,370,038元。

二、公司章程修订的情况

公司现就本次减少注册资本等事宜修订公司章程有关条款。本次公司章程

修订的具体内容如下：

条款 修订前条款内容 修订后条款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2342.631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1237.0038万元。

除上述条款外，原《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正式

稿）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pp://www.cninfo.com.cn）。

三、对债权人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天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

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减少

注册资本事宜。

公司各债权人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向公司提出书面

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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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获得政府拆迁补偿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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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六盘山公司” ）将进行拆迁（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宁夏建材关于全资子公司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拆迁的公

告》）。

近日， 六盘山公司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泾源县人民政府拨付的拆

迁补偿款2113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六盘山公司收到的上述拆

迁补偿款将列入财务报表中的“专项应付款” 科目，主要用于拆迁涉及的相关

费用及支出。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8日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000503� � � �编号：2019-92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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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9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2019年10月16日召开了2019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

案》。综合考虑资本市场变化、融资环境、公司业务发展规划等各方面因素，公司

对再融资规划进行调整，取消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未来根据公司

及市场情况择机推出适合公司需要的再融资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9月30日公司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取消2016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82）。

公司于近日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19]335�

号），中国证监会根据《行政许可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

施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决定终止对公司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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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6广发08”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兑付兑息及摘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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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代码

为“114058” ，以下简称“16广发08” 或“本期债券” ）于2016年11月18日发行

完毕，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亿元，票面利率为3.45%，期限为3年期。

2019年11月18日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上述兑付兑息工作已于2019年11月

18日完成。自2019年11月18日起，本期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

台摘牌。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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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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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监事会收到本公司监事

会主席冼家雄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冼家雄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原因向

监事会申请辞去本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鉴于冼家雄先生的辞职导致本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少于三名，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辞职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监事之日起生

效。在补选产生新任监事之前，冼家雄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

务。本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程序补选新任监事。

冼家雄先生已确认与本公司监事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没有任何事项须提请

本公司股东注意。

本公司监事会对冼家雄先生在担任本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期间勤勉尽

责和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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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品GMP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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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获悉，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

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明兴药业” ）于2019年11月18日收到广东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GMP证书相关情况

企业名称：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浦区尖塔山路1号

认证范围：原料药〔门冬酰胺酶（欧文）〕，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药）

有效期至：2024年11月10日

证书编号：GD20191080

二、GMP证书所涉及的生产车间情况

明兴药业本次《药品GMP� 证书》认证生产线3条，为厂外车间的原料药生

产线、冻干粉针剂（抗肿瘤）生产线和冻干粉针剂（非抗肿瘤）生产线，本次认

证累计投入费用约人民币103万元（未经审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生产线名称 设计产能 代表产品

1 原料药生产线 4,000g/年 门冬酰胺酶（欧文）

2 冻干粉针剂（抗肿瘤）生产线 50万支/年 注射用门冬酰胺酶（欧文）

3

冻干粉针剂（非抗肿瘤）生产

线

100万支/年 注射用谷胱甘肽

三、主要产品的市场状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

分类

功能主治 其他主要国内生产企业 市场同类产品情况

1 门冬酰胺酶（欧文） 化学药品

适用于治疗急性淋巴细

胞性白血病 （简称急

淋）、 急性粒细胞性白血

病、急性单核细胞性白血

病、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

病、霍奇金病及非霍奇金

病淋巴瘤、黑色素瘤等。

济南维尔康生化制药有限公司、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和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3家企业具有生产批文。

明兴药业生产该原料药仅供自

身生产制剂用，未对外销售，故

2018年明兴药业该产品销售额

为人民币0万元。

2

注射用门冬酰胺酶

（欧文）

化学药品

适用于治疗急性淋巴细

胞性白血病 （简称急

淋）、 急性粒细胞性白血

病、急性单核细胞性白血

病、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

病、霍奇金病及非霍奇金

病淋巴瘤、黑色素瘤等。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

天津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

司3家企业具有生产批文。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18年常

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在国内城市、 县级公立医院该

产品的销售额为人民币854万

元。2018年明兴药业该产品销

售额为人民币132万元。

3 注射用谷胱甘肽 化学药品

适用于化疗患者，放射治

疗患者， 各种低氧学症，

肝脏疾病，有机磷、胺基

或硝基化合物中毒的辅

助治疗，解药物毒性等。

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山

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等8家企

业具有生产批文。

明兴药业于2018年8月取得注射

用谷胱甘肽（0.3g，0.6g）的生产

批件，并于本次通过GMP认证，

此前未对外销售本产品 ，故

2018年明兴药业该产品销售额

为人民币0万元。

注：1.以上资料来源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等资料；

2.以上表格中，明兴药业的销售数据主要来源于明兴药业的内部资料；

3.除上述已披露的资料外，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其他生产企业相关药

品的生产或销售数据。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为明兴药业原有证书编号为：CN20140366和GD20150357的 《药品

GMP证书》到期前的再认证，通过GMP认证并获发《药品GMP证书》，证明明兴

药业相关生产线满足新版GMP要求。本次《药品GMP证书》的获得，有利于其继

续保持稳定的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本次获得药品 GMP� 证书不会对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

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01� � �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9－临091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

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公司” ）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1

月11日发出， 于2019年11月18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里8号华彬大厦6

层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公司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长周云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审议，通过了下列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质押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波尔亚太（佛山）金属容器有限

公司100%股权、波尔亚太（北京）金属容器有限公司100%股权、波尔亚太（青

岛）金属容器有限公司100%股权及波尔亚太（湖北）金属容器有限公司95.69%

股权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并授权法定代表人周云

杰先生或其授权的授权代表人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办理相关股权质

押登记手续。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9，反对票数0，弃权票数0。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一）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01� � �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9－临092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2019年

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公司” ）及全体监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2019年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1

月11日发出， 于2019年11月18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里8号华彬大厦6

层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

监事会主席吴文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

知、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质押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经审核，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波尔亚太（佛山）金属容器有限

公司100%股权、波尔亚太（北京）金属容器有限公司100%股权、波尔亚太（青

岛）金属容器有限公司100%股权及波尔亚太（湖北）金属容器有限公司95.69%

股权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并授权法定代表人周云

杰先生或其授权的授权代表人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办理相关股权质

押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反对票数0，弃权票数0。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告。

三、备查文件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2019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01� � �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9－临093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公司” ）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第九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质押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以下简称 “浦发北京分行” ） 签署的关于公司收购Ball� Asia�

Pacific� Ltd.中国包装业务相关公司股权的《并购贷款合同》约定事项，同意公司

将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波尔亚太（佛山）金属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尔

佛山” ）100%股权、波尔亚太（北京）金属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尔北

京” ）100%股权、波尔亚太（青岛）金属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尔青岛” ）

100%股权及波尔亚太 （湖北） 金属容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波尔湖北” ）

95.69%股权质押给浦发北京分行， 并授权法定代表人周云杰先生或其授权的授

权代表人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办理相关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本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质押标的基本情况

1.波尔佛山

名称：波尔亚太（佛山）金属容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61762530XD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亿壹仟肆佰叁拾贰万零肆佰叁拾伍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2年06月01日

法定代表人：马斌云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三达路六号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饮料食品金属罐、盖等金属包装容器（厚度0.3毫米以

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销售罐装水、罐装饮料；进口金属包装、塑料包装及

其他包装容器，从事公司同类商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

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企业管理、采

购管理、财务软件管理及财务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计算机、无线网络及通信

软件技术的设计、开发、销售及相关售后服务。

2.波尔北京

名称：波尔亚太（北京）金属容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25987360

注册资本：14972.7497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3年02月25日

法定代表人：马斌云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永乐大街8号

经营范围：生产易开罐、盖、易开罐印版、模具、材料；自产产品的技术服务；

销售自产产品。

3.波尔青岛

名称：波尔亚太（青岛）金属容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25647273011

注册资本：叁亿贰仟伍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0年12月23日

法定代表人：马斌云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海路277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二片金属罐包装容器及易拉盖；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设备租赁；销售、委托生产罐装水、罐装饮料；批发及进出口公司同类商品。

4.波尔湖北

名称：波尔亚太（湖北）金属容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700615788180P

注册资本：肆亿零叁佰肆拾陆万陆仟伍佰壹拾圆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4年10月20日

法定代表人：马斌云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湖北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二片金属罐及易拉盖；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铝罐回

收，节能技术的开发与销售。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801114817T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行（上市）

成立日期：1996-04-18

法定代表人：夏云平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8号丰融国际大厦一、二、六、七、八、九层

主要经营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

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外汇

存款、外汇贷款、外汇回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收汇；外汇票据的承兑和

贴现；总行授权的外汇借款；总行授权的外汇担保；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总

行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的业务。

关联关系：公司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公司整体融

资安排，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质押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股权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公

司整体融资安排，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时，本次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波尔佛山100%股权、波尔

北京100%股权、波尔青岛100%股权、波尔湖北95.69%股权质押给浦发北京分行。

六、备查文件

（一）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2019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9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在部分销售机构定投业务起点金额的公告

根据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本公

司决定，自2019年11月19日起，对于上述销售机构已经代销下述列表中的基金，

最低定投起点金额参照下属列表执行；若上述代销机构最低定投起点金额高于

本公司旗下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定投起点金额的， 则按照其规定的金额执

行，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对于上述销售机构暂未代销下述列表中的基金，以后

续代销上线公告中规定的最低定投起点金额执行。

一、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定投起点金额如下表所示：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定投起点金额（元）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166020 10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E 001891 10

中欧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5275 10

中欧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5276 10

中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166016 10

中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E 002592 10

中欧电子信息产业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616 10

中欧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010 10

中欧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920 1

中欧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562 1

中欧丰泓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685 1

中欧丰泓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686 1

中欧滚钱宝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B 004938 1,000,000

中欧滚钱宝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C 004939 0.01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166006 1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004231 1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E 001886 10

中欧红利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814 10

中欧红利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815 10

中欧互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166007 10

中欧互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 001884 10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A 166014 1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B 166015 5,000,000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C 002747 1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D 002748 5,000,000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166005 10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232 1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 001882 10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166019 10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235 10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 001887 10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173 10

中欧瑾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1174 10

中欧瑾灵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734 10

中欧瑾灵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735 10

中欧骏泰货币市场基金 004039 1

中欧康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442 10

中欧康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455 10

中欧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4993 1

中欧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994 1

中欧量化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80 10

中欧明睿新常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811 1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00 10

中欧品质消费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05620 10

中欧品质消费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05621 10

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810 1

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5764 1

中欧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166011 1

中欧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004233 10

中欧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E 001888 10

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01938 1

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04241 1

中欧数据挖掘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990 10

中欧数据挖掘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234 10

中欧天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63 10

中欧先进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004812 10

中欧先进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004813 10

中欧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621 10

中欧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2697 1

中欧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166009 1

中欧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004236 10

中欧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E 001883 10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166002 1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4237 1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 001885 10

中欧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166001 1

中欧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E 001881 10

中欧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E 166012 10

中欧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76 10

中欧养老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55 10

中欧医疗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6228 10

中欧医疗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229 10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3095 1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3096 1

中欧永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306 10

中欧永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1307 10

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006321 1

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006322 1

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 007241 1

中欧预见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C 007242 1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166008 1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007446 10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E 001889 10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99

网址：www.abchina.com

2.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95319

网址:www.jsbchina.com

3.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001-001

网址：www.essences.com.cn

5.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6.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

网址：www.zofund.com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投资人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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