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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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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8日披露了《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运用闲置募集

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现就有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前次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授权和实施情况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8月1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公司可在10000万元的额度范围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

行理财产品，自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两年，详见2017年8月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即《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关于健民集团2017年以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专项法律意见书》、《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公司自2017年8月9日开始使用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等银行理财产品， 该等理财的本金及收

益全部收回，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发行银行 理财产品名称

认购

金额

成立日 到期日

实际

收益

收回本金

1

中信银行武汉

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

构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

品

10,000 2017-8-9 2017-11-13 110.47 10,000

2

兴业银行武汉

分行

金融结构性存款 10,000 2017-11-15 2018-2-26 129.81 10,000

3

兴业银行武汉

分行

金融结构性存款 5,000 2018-3-1 2018-6-4 58.56 5,000

4

民生银行武汉

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D-1款

5,000 2018-3-1 2018-6-1 56.71 5,000

5

中信银行武汉

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20349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0,000 2018-6-8 2018-9-10 121.04 10,000

6

中信银行武汉

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21846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0,000 2018-9-13 2018-12-13 105.96 10,000

7

光大银行武汉

分行

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十二期产品151

10,000 2018-12-14 2019-3-18 111.49 10,000

8

光大银行武汉

分行

2019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三期产品294

8,900 2019-3-19 2019-6-19 87.89 8,900

9

工商银行汉阳

支行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专户型2019年第114

期G款

8,900 2019-6-21 2019-9-19 89.98 8,900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理财的授权期限于2019年8月1日到期， 决议

到期时，公司募集资金本息总计9821.42万元，其中8900万元理财未到期（该笔理财于2019年6月21日购买，

2019年9月19日到期，本息于2019年9月19日全部到期收回），剩余921.42万元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董事会前次授权期限届满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理财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发行银行 理财产品名称

认购

金额

成立日 到期日

实际

收益

收回本金

1

工商银行汉阳支

行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专户型2019年第180

期I款

8,900 2019-9-27 2019-12-26 87.78 8,900

2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金雪球添利快

线

1,012 2019-9-27 2019-12-31 9.07 1,012

上述理财本息已于理财到期日全部收回。

三、公司募集资金余额及本次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授权情况

截止2020年1月8日， 公司募集资金余额9940.02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本金7225.95万元， 滚存的收益为

2714.07万元，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20年1月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

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10000万元额度范围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授权期限自前次

董事会授权期限届满之日起顺延2年，到2021年8月1日止。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601101� � � �股票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20-002

债券代码：136110� � � �债券简称：14昊华02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第二期）2020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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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2020年1月21日

● 债券付息日：2020年1月22日

由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本公司” ）于2016年1月22日发行的2014年北京

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20年1月22日开始支付自2019

年1月22日至2020年1月21日期间的利息。 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

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14年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4昊华02；代码136110。

3、发行人：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人民币15亿元。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7年期固定利率品种，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6、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369号文”批准发行。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8、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85%，在该品种债券存续期内前5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5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5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9、计息期限：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2016年1月22日至2023年1月21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间为2016年1月22日至2021年1月21日。

10、起息日：2016年1月22日。

11、付息日：2017年至2023年每年的1月22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1月22日为

其回售部分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2、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3年1月22日。 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

兑付日为2021年1月22日（上述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3、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4、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5、跟踪评级结果：2019年6月4日，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

AA+，评级展望为稳定；2019年6月17日，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AA+。

16、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7、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8、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 ）上

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2014年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14昊华02” 的票

面利率为5.85%。 每手“14昊华02”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58.50元（含税）。

三、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20年1月21日。

2、债券付息日：2020年1月22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0年1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4昊华02”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

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

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兑息机构（证券

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兑息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付息网点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

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

行承担。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付息网点。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根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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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

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

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

1、发行人：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关志生

联系人：甄超

联系电话：010-69839412、010-60821332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04）、17A、18A、24A、25A、26A

法定代表人：江禹

联系人：于蔚然

联系电话：010-56839492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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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累计新增借款超2018年末

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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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财务数据概况

2018年末净资产金额（亿元） 128.03

2018年末借款余额（亿元） 59.13

2019年末的借款余额（亿元） 99.63

累计新增借款金额（亿元） 40.50

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31.63%

二、2019年度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

新增借款类型

借款新增额

（亿元）

银行贷款 4.16

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25.02

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小额贷款 -3.96

其他借款 15.28

三、2019年度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融资渠道畅通。 新增借款主要用于置换子公司借款

及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公告日，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良好，具备还本付息能力。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8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对中国光大银行借记卡持卡人

开通网上直销电子支付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投资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本公司” ）旗下的开放式基金，

本公司决定自2020�年1月10日起向中国光大银行借记卡客户提供网上直销电子支付业务服务。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全国地区中国光大银行借记卡客户。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旗下所有在网上直销（含网上交易、理财嘉、微信平台）公开销售的开放式基金(以下简称为

“基金” )；对申购赎回业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该等基金的相关规定。

三、操作说明

1、投资者登录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理财嘉或微信平台，按照提示申请开户或者增加中国光大

银行卡。

2、中国光大银行借记卡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开通中国光大银行基金电子支付业务。

3、完成以上手续后，投资者即可登录网上交易、理财嘉或微信平台，按照有关提示，使用电子支付或汇

款支付方式办理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转换、查询等业务。

四、有关费率

投资者持中国光大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办理基金的申购业务，执行费率标准如下：

1、使用汇款支付方式办理申购基金业务，申购费率优惠为1折。

2、使用电子支付方式申购基金业务，申购费率优惠为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申购费率的40％(4

折)。 但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0.6%，则按0.6%执行。

3、如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本公司发布的其他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0.6%时，执行相应公告

的申购费率。

4、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五、提示

1、本功能上线前已经成功开户的中国光大银行卡客户，仍可正常办理基金赎回、转换业务、定期定额

转换等业务；也可以通过身份验证开通中国光大银行卡电子支付功能。

2、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3、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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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只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9日

关于嘉实3个月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投资组合构建情况说明的公告

（第六期运作期）

嘉实3个月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第六期运作期已于2019年12月26日开始正

式运作，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基金第六期运作期为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3月25日，运作期共91天。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20年1

月3日完成对本期产品的投资组合构建，截至2020年1月3日基金资产中各大类资产比例如下：

本基金第六期运作期投资组合构建情况

资产类别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银行定期存款 7.70

债券 91.4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

其他各项资产 0.82

合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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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本公告中的投资组合构建情况及其他相关信息不构成对基金运作期实际收益的承诺或保证。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9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价值蓝筹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月9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价值蓝筹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价值蓝筹两年定开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39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8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长信价值蓝筹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

《长信价值蓝筹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1月6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772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16,287,1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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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0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根据《长信价值蓝筹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在符合

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收益分配。 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本次分红方案符合合同约

定。

二、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年1月13日

除息日 2020年1月13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将以2020年1月13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

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产生的份额于2020年1月14日直接划入

其基金账户，2020年1月15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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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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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重要事项

1、本次分红公告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本基金封闭期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权益登记日2020年1月13日申请设置的分红方式对当次分红无效)最后一次选择

的分红方式为准。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网站：http://www.cxfund.com.cn

客户服务专线：4007005566（免长话费）

五、风险提示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初始面值或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可能出现

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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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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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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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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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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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9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3,554,020.40 19,455,549.14 21.07

营业利润 5,031,416.33 3,559,263.58 41.36

利润总额 5,050,554.21 3,578,030.01 4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656,908.73 1,890,371.53 4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65,585.67 1,805,026.08 42.14

基本每股收益（元） 2.23 1.59 4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1 16.63 提高2.1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2,838,215.96 84,649,392.32 2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5,162,298.90 12,192,251.59 24.36

股本（万股） 1,193,267.52 1,189,502.91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2.71 10.27 23.7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受项目结转规模提升、区域结构变化影响，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21.07%， 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41.36%和4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40.55%。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签约金额4618.48亿元，同比增长14.09%。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主要指标可能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

据存在差异，预计差异幅度不会超过10%。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宋广菊女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平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周东利先生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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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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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304.2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47%；实现签约金额421.33亿元，同比增长

15.35%。

2019年1-12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3123.1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91%；实现签约金额4618.48亿元，同比

增长14.09%。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

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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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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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侧地块（宗地编号：440103014002GB02611，项目具体

位置见图1），项目用地面积16429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77331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261685万元。 土

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广州市南沙区亭角大桥北侧地块（地块编号：2019NJY-16，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1），项目用地面积99595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498690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301710万元。 土地用途为

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8%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东莞市麻涌镇兴南路南侧地块（地块编号：2018WG021，项目具体位置见图2），

项目用地面积约85766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128650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94128万元。 土地用途为

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90%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东莞市黄江镇嘉宾路东侧地块（地块编号：2019WG026、027，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2），项目用地面积约35199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105596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7017万元。 土地用途

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东莞市寮步镇龙胜路西侧地块（地块编号：2019WG042，项目具体位置见图2），

项目用地面积约46177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188117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98602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

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0%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东莞市寮步镇松山湖大道东侧地块（地块编号：2019WG043，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2），项目用地面积约48728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171925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66229万元。 土地用

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30%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中山市翠亨新区翠亨快线北侧地块（宗地编号：W15-19-0117，项目具体位置见

图3），项目用地面积约83597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250792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228221万元。 土地

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中山市翠亨新区和信路南侧地块（地块编号：W15-19-0097、98，项目具体位置

见图3），项目用地面积约150000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449999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162996万元。土

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40%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汕尾市汕马路金町段北侧地块（地块编号：SW-LCX-D-01、10，项目具体位置

见图4），项目用地面积341165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1109655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199739万元。 土地用

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清远市清城区环城东路西侧地块（地块编号：441802003007GB00830、31，项目具

体位置见图5），项目用地面积约205226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613625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20033万

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65%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茂名市茂南区油城五路南侧地块（地块编号：WG2019-44，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6），项目用地面积约15328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61311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9312万元。 土地用途为

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茂名市电白区迎宾路北侧地块（地块编号：WG2019-36，项目具体位置见图6），

项目用地面积约147211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397470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8748万元。 土地用途为

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65%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揭阳市揭东区环市北路北侧地块（地块编号：CY2019022、023，项目具体位置见

图7），项目用地面积185439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543905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57848万元。 土地用途

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68%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南京市秦淮区秦淮北路北侧地块（地块编号：NO.2018G63，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8），项目用地面积约15273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38642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56036万元。 土地用途

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1%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南京市建邺区创意路东侧地块（地块编号：N0.2019G22，项目具体位置见图8），

项目用地面积约24438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63049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67320万元。土地用途为商住

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33%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宁波市奉化区长汀西路北侧地块（宗地编号：西圃村三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9），项目用地面积68588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164611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37359万元。 土地用途

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1%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徐州市泉山区学府路南侧地块（地块编号：2019-83，项目具体位置见图10），项

目用地面积约78015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156030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129300万元。土地用途为住宅

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常州市钟楼区棕榈路南侧地块 （地块编号：JZX20191105，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11），项目用地面积64764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142481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50960万元。 土地用途为

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49%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青岛市胶州市青州路南侧地块（地块编号：胶自然告字[2019]22号3026、3027，项

目具体位置见图12），项目用地面积84957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222722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29982万

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60%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青岛市胶州市五里堆路南侧地块（地块编号：2019-22-3032，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12），项目用地面积23228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41810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5297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

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1%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石家庄市新华区宁安路南侧地块（地块编号：（2019）-070，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13），项目用地面积约13859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31876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27000万元。 土地用途

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并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邢台市桥东区开元路东侧地块（地块编号：邢东储[2019]4、5、6，项目具体位置见

图14），项目用地面积69790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213190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21817万元。 土地用

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1%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武汉市洪山区园林路西侧地块（地块编号：P(2019)159，项目具体位置见图15），

项目用地面积87500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331300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84510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

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0%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晋中市榆次区新建北路西侧地块（地块编号：JZGT2019T61，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16），项目用地面积约117182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292956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48025万元。土地用

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70%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成都市高新区新程大道北侧地块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17）， 项目用地面积约

38211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95528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40116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

前拥有该项目51%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大连市甘井子区东方路南侧地块（地块编号：大城（2019）-14，项目具体位置见

图18），项目用地面积约85455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153843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57136万元。 土地

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36%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泉州市丰泽区泉秀路北侧地块（地块编号：2019-7，项目具体位置见图19），项

目用地面积约54365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152221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54300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

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泉州市丰泽区城西路北侧地块（地块编号：2019-8，项目具体位置见图19），项

目用地面积约72710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248745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121500万元。土地用途为商

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

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一月九日

图1：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侧地块、广州市南沙区亭角大桥北侧地块

图2：东莞市麻涌镇兴南路南侧地块、东莞市黄江镇嘉宾路东侧地块、东莞市寮步镇龙胜路西侧地块、东

莞市寮步镇松山湖大道东侧地块

图3：中山市翠亨新区翠亨快线北侧地块、中山市翠亨新区和信路南侧地块

图4：汕尾市汕马路金町段北侧地块

图5：清远市清城区环城东路西侧地块

图6：茂名市茂南区油城五路南侧地块、茂名市电白区迎宾路北侧地块

图7：揭阳市揭东区环市北路北侧地块

图8：南京市秦淮区秦淮北路北侧地块、南京市建邺区创意路东侧地块

图9：宁波市奉化区长汀西路北侧地块

图10：徐州市泉山区学府路南侧地块

图11：常州市钟楼区棕榈路南侧地块

图12：青岛市胶州市青州路南侧地块、青岛市胶州市五里堆路南侧地块

图13：石家庄市新华区宁安路南侧地块

图14：邢台市桥东区开元路东侧地块

图15：武汉市洪山区园林路西侧地块

图16：晋中市榆次区新建北路西侧地块

图17：成都市高新区新程大道北侧地块

图18：大连市甘井子区东方路南侧地块

图19：泉州市丰泽区泉秀路北侧地块、泉州市丰泽区城西路北侧地块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部分销售机构为旗下交银施罗德

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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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0年1

月9日起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作为旗下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机构。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适用基金代码

1 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772

注： 在遵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前提下，销售机构办理各项基金销售业务的具体时间、流程、业

务类型及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内容（如有）以销售机构及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10）65051166

网址：www.cicc.com.cn

2、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2/400-600-8008

网址：www.ciccwm.com

3、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000（免长途话费），（021）61055000

网址：www.fund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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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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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519772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调整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0年1月10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1月10日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年1月10日

限制大额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

限制大额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限额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除了对单笔金额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不含10万元）的申购及转换入申请（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发

起的申购申请）进行限制外，对于当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及转换入金额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不含10万

元）的申购及转换入申请（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发起的申购申请），本基金管理人也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在本基金上述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业务

正常进行。

（2）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fund001.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000，

021-61055000）咨询基金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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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1

2020年 1 月 9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