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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8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上午9:15－下午15:00。

3、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4、主持人：副董事长胡广文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21,681,55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58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所持股份291,

999,1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69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所持股份29,682,

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83％。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21,560,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3％；反对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9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7％。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0,081,2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80％；反对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7％；弃权92,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53％。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21,560,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3％；反对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9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7％。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0,081,2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80％；反对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7％；弃权92,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53％。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21,560,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3％；反对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9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7％。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0,081,2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80％；反对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7％；弃权92,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53％。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21,560,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3％；反对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9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7％。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0,081,2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80％；反对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7％；弃权92,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53％。

5、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173,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33％；反对29,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0,173,4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33％；反对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652,3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反对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0,173,4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33％；反对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缩减非公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652,3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反对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0,173,4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33％；反对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2020年度信贷业务办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652,3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反对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0,173,4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33％；反对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546,2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9％；反对4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弃权9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7％。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0,067,3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20％；反对4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27％；弃权92,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5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现行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652,3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反对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0,173,4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33％；反对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143,7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28％；反对22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5％；弃权3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7％。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29,664,8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194％；反对22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297％；弃权317,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09％。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652,3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反对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30,173,4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33％；反对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321,143,7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28％；反对5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29,664,8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194％；反对53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二○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 《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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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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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8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

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37号能源大厦37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田泽新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28人，代表股份数4,843,747,27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339%。其中中小投资者共24人，代表股份143,740,09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208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5人，代表股份2,952,774,62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7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3人，代表股份114,924,07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766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3人，代表股份 1,890,972,6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0586%。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21人，代表股份28,816,0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428％。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续聘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842,542,2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51%；

反对1,192,7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46%；弃权12,3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2,535,0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9.1617%；反对 1,192,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8298%；

弃权1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86%。

（二）《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842,684,1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81%；

反对803,4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66%；弃权259,734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54%。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2,676,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9.2604%；反对803,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5589%；弃

权259,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807%。

（三）《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842,849,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15%；

反对898,2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2,841,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9.3751%；反对898,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6249%；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四）《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842,610,9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65%；

反对815,7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68%；弃权320,634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6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2,603,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9.2094%；反对815,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5675%；弃

权320,6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231%。

（五）《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842,590,6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61%；

反对815,7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68%；弃权340,934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7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2,583,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9.1953%；反对815,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5675%；弃

权340,9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372%。

（六）《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842,610,9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65%；

反对803,4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66%；弃权332,934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69%。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2,603,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9.2094%；反对803,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5589%；弃

权332,9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316%。

（七）《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842,315,1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04%；

反对1,205,0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49%；弃权227,134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2,307,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9.0037%；反对1,205,0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8383%；

弃权227,1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580%。

（八）《关于公司2020年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45,012,3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2104%；

反对15,460,5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7886%%；弃权20,3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28,259,2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89.2299%； 反对15,460,58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7559%；弃权2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41%。

（九）《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842,984,4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43%；

反对762,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5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2,977,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9.4693%；反对762,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530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姗姗、涂岑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湖北能源《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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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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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黄石大道66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9,146,48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57.77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蔡再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曾亚嫔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独立董事徐汉

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前炎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财务总监杨帆先生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公司副总经理朱桂林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公司副总经理李雪刚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能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9,145,980 99.9997 500 0.000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9,145,980 99.9997 500 0.000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9,145,980 99.9997 500 0.000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9,145,980 99.9997 500 0.000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9,145,980 99.9997 500 0.000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并确认其2019年度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9,143,860 99.9989 500 0.0002 2,120 0.0009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并审议其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9,143,860 99.9989 500 0.0002 2,120 0.0009

8、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9,143,860 99.9989 500 0.0002 2,120 0.000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4

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4,537,700 99.9965 500 0.0035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

审计机构并确认其

2019

年度报酬的议案

14,535,580 99.9819 500 0.0034 2,120 0.0147

7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

事

2019

年度薪酬并审议

其

2020

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14,535,580 99.9819 500 0.0034 2,120 0.01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均已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本次股东大会述职。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黄石）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学文、冯叶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关于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修订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和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经与相关基金托管人协商

一致，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对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托管协议进行修改，修改内容涉及《信息披露办法》对基金信息披露事项相关要求的更

改，以及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部分信息的更新。本次修改的基金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托管人

1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农银汇理平衡双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农银汇理策略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农银汇理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

农银汇理大盘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

农银汇理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

农银汇理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

农银汇理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农银汇理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

农银汇理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

农银汇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

农银汇理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

农银汇理低估值高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

农银汇理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7

农银汇理区间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

农银汇理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

农银汇理红利日结货币市场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

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1

农银汇理主题轮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

农银汇理信息传媒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3

农银汇理工业

4.0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

农银汇理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

农银汇理现代农业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6

农银汇理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

农银汇理物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8

农银汇理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9

农银汇理金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

农银汇理金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1

农银汇理金穗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

农银汇理金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

农银汇理日日鑫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4

农银汇理金安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

农银汇理尖端科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

农银汇理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7

农银汇理区间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

农银汇理永益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

农银汇理研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

农银汇理量化智慧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1

农银汇理金鑫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2

农银汇理睿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3

农银汇理永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4

农银汇理稳进多因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5

农银汇理永盛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6

农银汇理海棠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7

农银汇理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8

农银汇理丰泽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9

农银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

基金

(FOF)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

农银汇理金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

农银汇理金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2

农银汇理丰盈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3

农银汇理区间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基金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修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并已

履了规定的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 本公司根据 《信息披露办

法》的规定，对各基金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中涉及上述修改的内容也进行了相应更新并按

规定进行披露。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abc-ca.com）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

//eid.csrc.gov.cn/fund）查阅上述基金修改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及招募说明书（更新），也

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8-95599）进行咨询。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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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投资上述基金前请

认真查阅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

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信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之信息安B溢价风险提示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信诚中证信息安全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B�份额（场内简称：信息安B，代码：150310）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2020年5月27日信息安B二级市场收盘价为1.250元， 相对于当

日0.847元的基金份额净值，溢价幅度达到47.58%。截止2020年5月28日，信息安B二级市场收盘

价为1.250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信息安B将于2020年5月29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自

2020年5月29日10：30起复牌，恢复正常交易。

特此提醒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及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注意投资风险。为此，本基

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公

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应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进行整改规范，请投资者关

注相关风险，如溢价买入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等。

2、信息安B具有预期风险、预期收益较高的特征。 由于信息安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信

息安B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信诚信息安全份额（场内简称：信息安全，基础份

额，代码：165523）净值和信诚信息安全A份额（场内简称：信息安A，代码：150309）参考净值的

变动幅度，即信息安B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信息安B的持有人

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3、信息安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

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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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之TMT中证B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信诚中证TMT产业

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B份额（场内简称：TMT中证B，代码：150174）二级市场交易价格

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2020年5月27日TMT中证B二级市场收盘价为0.767元，

相对于当日0.609元的基金份额净值，溢价幅度达到25.94%。截止2020年5月28日，TMT中证B二

级市场收盘价为0.785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

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公

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应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进行整改规范，请投资者关

注相关风险，如溢价买入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等。

2、TMT中证B具有预期风险、预期收益较高的特征。 由于TMT中证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

计，TMT中证B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信诚中证TMT产业份额（场内简称：信诚

TMT，基础份额，代码：165522）净值和信诚中证TMT产业A份额（场内简称：TMT中证A，代

码：150173）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TMT中证B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

也较高。TMT中证B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3、TMT中证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

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

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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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 � �公告编号：2020-049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劲嘉股份” ）于2020年3月23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于2020年3月2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司按照相关规则编

制了《回购股份报告书》，具体内容于2020年3月25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0年3月26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

告》的具体内容于2020年3月2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年5月22日、2020年5月26日、2020年5月27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相

应的回购股份进展公告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年5月28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423,685股，约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0.03%，最高成交价为8.6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55元/股，成交金额为3,657,

061.58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截至2020年5月28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3,044,465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1%，成交

金额为26,583,682.87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它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方式符合公司《回购报告书》的

相关规定。

2、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年3月26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

量为76,924,200股。 公司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19,231,050股）。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 � �公告编号：2020-050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概述

2020年5月11日，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完成第六届董事、非职工监事的选举工作以及同意修改《公司

章程》的部分内容；同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完成第六届职工监事的选举工作；同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完成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

及同意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就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备案、变更法定代表人、章程备案等事宜于近日办理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20年5月27日收到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的《变更（备案）通知

书》并取得换发的《营业执照》，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变更登记情况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信息 乔鲁予 侯旭东

董事信息

乔鲁予

杨伟强

侯旭东

李德华

李晓华

龙隆

王艳梅

孙进山

于秀峰

乔鲁予

白涛

侯旭东

李德华

李晓华

龙隆

王艳梅

孙进山

谢兰军

除上述变更，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三、换发后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

1、名称：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618921880R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4、法定代表人：侯旭东

5、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18-19层

6、注册资本：146,487.045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 1996年10月14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包装材料及印刷材料技术的设计、研发，商品商标的设计、印刷（含烟草、药

品商标）；转让自行开发的技术成果，从事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计算机软件；自有物

业租赁；承接包装材料的制版、印刷及生产业务（仅限于分支机构）；货物与技术进出口；有形

动产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业务）；生物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健康管

理、健康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和心理咨询）。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的《变更（备案）通知书》及《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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