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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2019年未经审计财务报表在

中国货币网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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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汇交公告〔2019〕56号《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披露2019年度未经审

计财务报表的通知》 的规定，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有色财务” ）2019年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在中国货

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进行披露。

深圳有色财务2019年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请详见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0年1月15日

资产负债表（汇总）

单位名称：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1日 单位：元

资 产

行

次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行

次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1 负债： 33

现金 2 19,467.72 19,219.63 向中央银行借款 34

存放中央银行款

项

3 79,024,656.03 69,492,867.00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

构存放款项

35 5,716.73 53,450.13

存放同业款项 4 698,229,940.72 162,571,857.62 拆入资金 36 0.00 0.00

贵金属 5 交易性金融负债 37

拆出资金 6 0.00 0.00 贴现负债 38 0.00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7 0.00 37,697,259.7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39 250,251,355.00 71,728,287.47

衍生金融资产 8 吸收存款 40 1,112,668,024.83 666,582,676.99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9 存入保证金 41 152,248.57 0.00

应收利息 10 0.00 0.00 预收账款 42 2,605,013.37 2,132,227.95

应收股利 11 0.00 0.00 应付职工薪酬 43 7,304,048.82 6,885,461.31

其他应收款 12 1,397.50 0.00 应交税费 44 6,310,543.59 4,402,475.40

减：坏帐准备 13 0.00 0.00 应付利息 45 5,573,001.56 1,985,787.51

其他流动资产 14 应付股利 46 1,182,834.82 1,182,834.82

贴现资产 15 255,073,044.49 110,994,627.82 货币兑换 47

贷款 16 982,000,000.00 964,500,000.00 其他应付款 48 58,348,768.58 58,344,287.51

减：贷款损失准备 17 22,144,444.44 17,075,000.00 预计负债 49

代理业务资产 18 0.00 0.00 代理业务负债 50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19 0.00 9,432,925.53 应付债券 51

持有至到期投资 20 递延所得税负债 52 0.00 3,239,628.89

长期股权投资 21 0.00 0.00 其他负债 53

减：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准备

22 0.00 0.00 负债合计 54 1,444,401,555.87 816,537,117.98

投资性房地产 23 所有者权益： 55

固定资产原值 24 21,003,941.12 19,449,186.16 实收资本 56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减：累计折旧 25 9,610,669.03 8,748,128.26 资本公积 57 22,463,429.01 22,463,429.01

固定资产净值 26 11,393,272.09 10,701,057.90 其他综合收益 58 -236,943.40 -662,249.26

无形资产 27 1,707,401.64 845,340.90 盈余公积 59 50,159,221.94 47,340,037.8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 2,780,017.30 2,780,281.58 一般风险准备 60 26,045,001.48 26,045,001.48

其他非流动资产 29 未分配利润 61 165,252,488.15 140,237,100.67

3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62

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63 563,683,197.18 535,423,319.75

资产总计 32 2,008,084,753.05 1,351,960,437.7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总计

64 2,008,084,753.05 1,351,960,437.73

法定代表人：龚子奇 主管会计工作公司负责人：洪毅俊 公司会计机

构负责人： 蔡晓聪

利 润 表（汇总）

单位名称：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本 月 数 本 年 累 计

一、营业收入 1 4,020,585.56 59,171,784.33

利息净收入 2 3,571,022.96 44,192,557.53

利息收入 3 6,003,376.24 58,874,309.54

利息支出 4 2,432,353.28 14,681,752.0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5 -10,430.59 266,307.43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 0.00 425,604.65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7 10,430.59 159,297.22

投资收益（损失以“-” 填列） 8 445,607.79 28,092,414.8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填列） 10 -130.50 -13,525,590.03

汇兑收益（损失以“-” 填列） 11 -11,372.02 54,192.92

其他业务收入 12 6,476.19 67,714.28

其他收益 13 19,411.73 24,187.33

14

二、营业支出 15 -266,345.10 21,708,651.3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 74,741.65 470,702.48

业务及管理费 17 1,904,468.81 16,168,504.40

资产减值损失 18 -2,245,555.56 5,069,444.44

其他业务成本 19

20

2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填列） 22 4,286,930.66 37,463,133.01

加：营业外收入 23 0.00 0.00

减：营业外支出 24 20,556.05 20,556.05

2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填列） 26 4,266,374.61 37,442,576.96

减：所得税费用 27 840,951.14 9,250,736.06

2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填列） 29 3,425,423.47 28,191,840.90

法定代表人：龚子奇 主管会计工作公司负责人：洪毅俊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蔡晓聪

法定代表人：龚子奇 主管会计工作公司负责人：洪毅俊 公司会计机构负

责人： 蔡晓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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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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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

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108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现将问询函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出说明并

补充披露。

一、关于交易方案

1.草案披露，本次交易对方南通凯淼于 2017� 年10月设立，2017� 年 11� 月

与上市公司共同设立克来凯盈，2017�年 12�月克来凯盈取得上海众源 100%股

权，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前次交易）。前次交易中，南通

凯淼作出承诺：本企业、本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克来机电及其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有关未来克来凯盈 35%部分股权处置方式的明确或潜在意向。请公

司补充披露：（1）公司在已控股标的公司的情况下，继续收购少数股权的原因及

主要考虑，前次交易是否与本次交易构成“一揽子交易” ；（2）上市公司对南通

凯淼是否承诺过投资收益或融资收益，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协议、约定或其他安

排；（3）南通凯淼是否专门为前次交易和本次交易设立，是否有其他投资项目；

（4）2018�年 3�月，凯璞庭资管与南通百淼是否对南通凯淼实缴出资；（5）南通

凯淼合伙人在2018�年、2019�年进行两次合伙份额转让，请说明合伙份额转让定

价的依据及合理性；（6）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南通凯淼是否存在结构化、杠杆等

安排。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草案披露，南通凯淼于 2018�年 1�月和 3�月、2019�年 5�月和 8月分别

对克来凯盈实缴出资 4340�万元、875�万元、700�万元和 1575万元。南通凯淼承

诺，其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请公司结合相关出资的足

额缴纳完成时间，分析说明南通凯淼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请财务顾问及律

师发表意见。

3.草案披露，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000�万元，用于国六b�汽车发动

机 EA888�高压燃油分配管制造及新能源车用二氧化碳空调管路组装项目，项

目建成投产后，预计新增年均销售收入 21830万元，年均净利润 3072� 万元。请

公司补充披露本次募投项目经济指标的测算依据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发表意

见。

二、关于标的公司估值

4.草案披露，标的公司克来凯盈主要子公司上海众源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

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其中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 15794万元，增值率 59.79%，收

益法评估价值为 29500�万元，增值率198.46%，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同时，

2017�年 12�月 6�日，克来凯盈收购上海众源的前次交易中，上海众源 100%股

权以收益法进行评估的评估值为 2180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

后续经营业绩是否达到前次预测，并对其中的差异进行解释说明；（2）结合行业

竞争格局、经营业绩、在手订单等，分析说明上海众源评估值增长的原因及合理

性。请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表意见。

5．草案披露，上海众源收益法评估中，“国五” 类产品销量逐年下滑，燃油

分配管类收入中 “国六” 类产品在 2019、2020� 年销量的增长率 1458.63%和

50%， 高压油管类收入中的 “国六” 类产品在 2019、2020� 年销量增长率为

2419.51%和 30%。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公司现有技术、产品线情况等，说明能否顺利实现从“国五” 类产

品到“国六” 类产品的调整；（2）结合行业竞争格局、已有订单等，分析说明“国

六” 类产品在 2019、2020�年销量预计大幅增长的依据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及

评估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标的公司经营和财务情况

6.草案披露，2017、2018� 年及 2019� 年 1-8� 月，上海众源对前五大客户的

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99.24%、99.62%和 99.51%， 客户集中度较高，

基本系大众汽车及其下属企业、关联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海众源客户

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其合理性，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是否符合行业经

营特点；（2）上海众源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历史，相关交易的定价原则及公允性；

（3）结合上海众源与主要客户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签订合同的期限等，详细分

析公司同相关客户的交易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维护业务稳定性所采取的具体措

施。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7.草案披露，2017、2018� 年及 2019� 年 1-8� 月，上海众源燃油分配器产品

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65.03%、81.55%和 63.10%，销售均价分别为 68.65�元/件、

75.77� 元/件和 111.17� 元/件； 高压油管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48.48%、

63.98%和 48.18%，销售均价分别为16.96�元/件、19.24�元/件和 24.49�元/件。请

公司补充披露：（1） 上述两类产品在 2019�年 1-8�月产能利用率明显降低的

原因，对上海众源未来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2）结合市场竞争格局、供需关系

变化的情况等, 分析说明上述两类产品单价变化的趋势和变动较大的具体

原因。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8.草案披露，上海众源 2017�年、2018�年、2019�年 8�月末的应收账款账面

价值分别为 4062.44�万元、5164.38�万元和 7223.08�万元，同时，上海众源应收

账款在 1-2�年、2-3�年、3-4�年的计提比例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请公司补充

披露：（1）按照产品和客户补充披露应收账款的构成情况；（2）结合信用政策、

收入结算政策等， 分析说明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3） 公司

1-2�年、2-3年、3-4�年账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可比公司相比较低的

原因及合理性，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请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意见。

9.草案披露，上海众源 2019�年 8�月末存货的账面余额为 3031万元，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为 80.88� 万元，主要系对配套“国五” 标准的产品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为 50%。请公司：（1）按照“国五” 类产品和“国六” 类产

品， 补充披露公司存货的构成情况；（2） 结合产品成本和可变现净值确认依据

等，补充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的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意见。

10.草案披露，上海众源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8� 月末的应付账款账

面余额分别为 6478.96�万元、9285.53�万元和 8813.60�万元，占总负债的比例分

别为 51.46%、80.26%和 69.96%。请公司补充披露：（1）各报告期末应付账款的

前五大对象、金额，是否为公司主要供应商；（2）结合报告期原材料采购规模、采

购合同约定的付款时点、付款周期等，分析说明各报告期期末应付账款金额较大

的原因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意见。

11. 草案披露， 上海众源 2019� 年 1一8� 月和 2018�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4047� 万元、28421�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分别为6249� 万元、1485�

万元。请公司结合业务开展、销售回款情况、收入结算政策变化等，分析说明上海

众源 2019�年 1一8�月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财务

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意见。

12.草案披露，上海众源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8� 月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72.15�万元、-3067�万元、-867�万元。 请公司结合在建项

目内容、资金流向等，分析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的原因，

是否与相关会计科目的匹配。请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立即披露，并在五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我部，对草案

进行修订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针对上述问询事项，公司及中介机构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做

好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就上述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157� � � �证券简称：拉夏贝尔 公告编号：临2020-002

证券代码：06116� � � � �证券简称：拉夏贝尔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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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召开情况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拉夏贝尔” ）于2020

年1月14日以通讯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的通知。2020年1月14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邢加兴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审议的情况

经过充分审议，本次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提前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拉夏贝

尔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157� � � �证券简称：拉夏贝尔 公告编号：临20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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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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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的召开

1.�会议的召开时间：2020年1月14日

2.�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结合通讯

3.�出席会议的监事：刘梅、张海云、吴金应

本次会议通告己于2020年1月14日发给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公司” 或“拉夏贝尔” )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

事3名，监事刘梅女士、吴金应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全体监事对本次紧急召

开监事会及豁免提前发出会议通知无异议。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梅女士主

持。整个会议进行期间，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规定的足够的法定人

数；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的情况

经过充分审议，本次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拉夏贝

尔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157� � � �证券简称：拉夏贝尔 公告编号：临20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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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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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4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变更注册地址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情况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及“西部大开发” 发展战略，积极借助新疆地区在纺

织服装产业的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提高公司在女装行业的影响力，充分发挥品

牌及渠道竞争力， 进一步增强公司与产业链上游的整合协同， 以贯彻落实公司

“创新发展、降本增效” 的经营策略；同时鉴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

区（新市区）政府为注册在当地的公司积极协调当地政府及金融机构资源，可以

为公司提供融资渠道及政策落地支持，以缓解公司流动性压力，公司拟对注册地

址进行如下变更：

公司拟将注册地址由“上海市漕溪路270号1幢3层3300室” 迁至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注册地址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核准

备案为准】。公司将待明确具体地址后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并及时

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原披露的办公地址、联系电话、邮箱、传真号码及公司网址均未变动。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变更注册地址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规划，不会对公司发展

战略、经营模式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若后续公司取得迁入地政策和资金等

支持，将有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从根本上缓解流动性压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综

合竞争力。

2、 上述变更注册地址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待明确具体地址后对《公司章程》条款进

行相应修订，并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包括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亦需

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批准并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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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一创业” ）于2019年

8月21日收到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熙昕宇” ）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本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以下

简称“公告日” ）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8），华熙昕宇计划自公告日起的6个月内（含6个月期满当日）以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72,000股，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

本公司总股本的3%。

2019年10月16日，本公司收到华熙昕宇出具的《减持股份达1%的告知函》，

获悉华熙昕宇减持股份数量已达本公司总股本的1%，本公司于2019年10月17日

披露了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1%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7）。

2019年10月22日，本公司收到华熙昕宇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

展的告知函》， 获悉华熙昕宇减持股份数量已达减持计划数量过半, 本公司于

2019年10月23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达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9-080）。

2019年11月5日， 本公司再次收到华熙昕宇出具的 《减持股份达1%的告知

函》,获悉华熙昕宇于2019年10月17日至2019年11月5日，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共计41,261,47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8%，本公司于2019

年11月6日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1%暨第二大股东被动

成为第一大股东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88）。

2020年1月14日，本公司收到华熙昕宇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

的告知函》，获悉华熙昕宇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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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现将华熙昕宇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华熙昕宇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以及华熙昕宇

参与本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获得的股份。

2、本次股份减持情况

华熙昕宇本次共减持本公司股份105,071,973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00%。

其中，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共计70,048,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0%；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共计35,023,973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0%。减持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第一创业总股本比

例

华熙昕宇

大宗交易

2019年9月3日-2019年10月

16日

5.81-5.88 17,380,000 0.50%

2019年10月17日-2019年10

月22日

5.81 2,200,000 0.06%

2019年10月23日-2019年11

月5日

5.90-6.55 21,858,000 0.62%

2019年11月6日-2020年1月

14日

6.35-7.32 28,610,000 0.82%

集中竞价

2019年9月3日-2019年10月

16日

6.76-6.80 17,644,000 0.50%

2019年10月17日-2019年10

月22日

6.38-6.81 16,459,000 0.47%

2019年10月23日-2019年11

月5日

6.88-7.00 744,473 0.02%

2019年11月6日-2020年1月

14日

7.17-8.06 176,500 0.01%

合计 105,071,973 3.00%

3、本次减持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华熙昕宇

合计持有股份 539,718,400 15.41% 434,646,427 12.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39,718,400 15.41% 434,646,427 12.4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说明

1、上述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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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情形。

2、上述减持与华熙昕宇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减持相关承诺一致，不存

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华熙昕宇《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中欧瑾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瑾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瑾泰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728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欧瑾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和《中欧瑾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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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5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1月15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年1月15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保证中欧瑾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稳定运作，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欧瑾泰债券A 中欧瑾泰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728 00472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更好地保证中欧瑾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稳定

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中

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0年1月15日起限制本基金

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金额，即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任一

基金份额类别的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超过1,000,

000元（不含），本公司有权拒绝。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任一基金份

额类别的累计申请金额等于或低于1,000,000元的，全部确认成功；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对本基金任一基金份额类别的累计申请金额高于1,000,000元的，则按注册登

记系统清算顺序，逐笔累加后不超过1,000,000元（含）限制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

申请笔数确认失败。

实施上述限制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如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

述业务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zofund.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700-9700、021-68609700咨询相关信息。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

关于中航军民融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航军民融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航军民融合精选

基金主代码 004926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中航军民融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航军

民融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0年1月17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1月17日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年1月17日

恢复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的原因说

明

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航军民融合精选 A 中航军民融合精选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926 004927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

转入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管理人于2019年9月12日公告，中航军民融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2019年9月19日起暂停接受单个基金账户对本

基金单日累计金额1000元（不含）以上的大额申购（含大额定投、大额转换转

入）申请；本管理人现决定自2020年1月17日起（含当日）取消上述限制，恢复办

理本基金单日累计金额1000元（不含）以上的大额申购（含大额定投、大额转换

转入）业务。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恢复大额申购（含大额转换转入）有关事项予以说

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 站（www.

avicfund.cn）查阅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投资者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

话（400-666-2186）或销售机构咨询电话咨询基金的相关事宜。

（3）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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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5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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