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一致，对在2020年7月1日00:00至2020年12月31日24:00期间通过交通

银行手机银行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实行费率优惠。具体内容如下：

一、 适用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 适用基金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包括：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01）；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11）；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21）；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31）；

中海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41）；

中海上证5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9001）；

中海环保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51）；

中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前端代码：395011）；

中海消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8061）；

中海医疗保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9011）；

中海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393001）；

中海信息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000166）；

中海瑞利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000316）；

中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前端代码：000298）；

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000674）；

中海医药健康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前端代码： 000878）。

三、 费率安排

1、投资者自2020年7月1日00:00至2020年12月31日24:00费率优惠活动期间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申购

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前端模式），享有1折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适用于固定费用的，按照固定费率执

行。

2、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签约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于2020年7月1日00:00至2020年12月31日

24:00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期定额投资交易，享受定期定额投资1折费率优惠，原申购费适用于固定费用的，按

照固定费率执行。

四、 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手续

费费率，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不适用于基金转换业务等其

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2、客户通过柜面、网银等非手机银行渠道签约的定期定额投资在手机银行渠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内

的扣款不享受1折费率优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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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交通银行

客服电话：95559

公司网址：www.bankcomm.com

2、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788（免长途费）

网址：www.zhfund.com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中海

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开通

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

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现将相关业务开通情况公告如下：

一、从2020年7月1日起，安信证券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000674），仅限前端收费模式。

届时投资者可通过安信证券办理上述基金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投及其他相关业务。

二、本公司将同时在安信证券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单笔转出最低申请份额为1份。

三、本公司将同时在安信证券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定投最低扣款金额1元。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17

公司网址：www.essence.com.cn

2、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788（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www.zhfund.com

六、重要提示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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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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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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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0年6月29日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6月23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办理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互保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详见本公司今日关于办理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互保业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46）。

三、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000564� � �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2020-046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理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公司

与控股子公司互保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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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 ）及供销大集控股子公司为共享社会资源，

提高公司决策效率， 满足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经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核通过了

《关于申请与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批准公司与各控股子公司、以及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互保额

度为99.7亿元（本互保额度包括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保），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

33.7亿元，子公司对公司担保41.2亿元，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24.8亿元。同时授权供销大集董事会定期办理

与控股子公司全年额度内互保及互保调剂事项的具体议案的审议及签署相关文件， 不再另行召开股东大

会，不再逐笔形成股东大会决议。授权期限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现结合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情况，根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提请

董事会审议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续存及计划发生的互保业务。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办理股东大会授权

范围内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互保业务的议案》，同意本次审议的互保及互保调剂事项，同意由供销大集及供

销大集各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办理本次审议的互保及互保调剂具体相关文件，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

会，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互保业务

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存续及计划发生的互保业务如下:

截止2020年5月31日，供销大集及控股子公司互保业务存续担保金额62.73亿元。为满足公司及各控股

子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近期计划发生担保金额12亿元，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互保额度内进行

互保调剂。

本次互保业务办理后，公司与各控股子公司、以及各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明细如下表，均在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额度内。

公司与各控股子公司、以及各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

保

类

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已授权担保

额度

本次调剂担

保额度

调剂后担保

额度

截至2020年

5月31日实

际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办

理后的实际

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办

理后的剩余

授权担保额

度

公

司

对

子

公

司

担

保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0 -2,000.00 8,000.00 8,000.0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淳县悦达置业有限公

司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0.0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家润多超市有限公

司

10,000.00 10,000.00 9,775.00 9,775.00 225.0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

公司

15,000.00 15,000.00 5,800.00 5,800.00 9,200.0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供销大集控有限公

司

100,000.00 2,000.00 102,000.00 102,000.00 0.0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悦家置业有限公司 5,000.00 5,000.00 5,000.0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瑞珀置业有限公

司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0.0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

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000.00 7,980.00 7,980.00 92,020.0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0.0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鸡商场有限公司 25,000.00 25,000.00 18,000.00 18,000.00 7,000.00

小计 337,000.00 0.00 337,000.00 103,555.00 205,555.00 131,445.00

子

公

司

对

公

司

担

保

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0.00

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0.00

重庆大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00 100,000.00 91,000.00 91,000.00 9,000.00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

公司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7,000.00 27,000.00 27,000.00 27,000.00 0.00

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5,000.00 35,000.00 15,000.00 15,000.00 20,000.00

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80,000.00 80,000.00 66,750.00 66,750.00 13,250.00

西安华城置业有限公司（注）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00 50,000.00 40,000.00 40,000.00 10,000.00

小计 412,000.00 0.00 412,000.00 314,750.00 314,750.00 97,250.00

子

公

司

对

子

公

司

担

保

上海海航家乐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公

司

41,000.00 41,000.00 40,000.00 40,000.00 1,000.00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0.00

泰安新合作商业连锁有限公

司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

有限公司

25,000.00 25,000.00 24,796.80 24,796.80 203.20

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

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0 -8,000.00 42,000.00 39,500.00 39,500.00 2,500.00

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

限公司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0.00

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

限公司新化分公司

6,500.00 6,500.00 6,500.00 6,500.00 0.00

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新化新合作发展贸易有

限公司

6,500.00 6,500.00 6,500.00

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

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

公司

3,000.00 3,000.00 2,400.00 2,400.00 600.00

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

公司

5,000.00 5,000.00 5,000.00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

公司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 40,000.00 39,840.00 39,840.00 160.00

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 16,000.00 -10,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0.00

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供销大集酷铺商贸

有限公司

5,000.00 5,000.00 5,000.00

湖南天玺大酒店有限公司 宝鸡商场有限公司 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0.00

小计 248,000.00 0.00 248,000.00 209,036.80 227,036.80 20,963.20

合计 997,000.00 0.00 997,000.00 627,341.80 747,341.80 249,658.20

注：西安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因股权转让过户于2020年5月完成，自2020年6月起不在供销大集报表合并

范围内，后续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需要将此额度另行进行调剂。

三、控股子公司情况及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介绍

互保额度内各控股子公司情况如下表， 各控股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为各自合并报表

口径数据。

序

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年/月/

日）

注册地

法定

代表人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供销大

集

持股比

例

1

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

限公司

2015/4/30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

道7号新海航大厦17

层

何家福 零售业 2,691,185.72 100%

2

西安华城置业有限公

司

2010/6/30

西安曲江新区雁塔南

路518号22栋

张玮 房地产业 8,900.00 100%

3

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

限公司

2011/4/20

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

103号8楼821室

刘昆 国内商业 286,877.44 100%

4

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

限公司

2001/1/20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

天汉大道968号

孙广文 国内商业 19,655.00 83.51%

5

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

2009/2/27

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

骡马市1号

刘小雅 国内商业 64,356.44 100%

6

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

司

2000/12/1

天津和平区南京路

211号

简宝江 批发零售业 21,000.00 76.19%

7

海南供销大集酷铺商

贸有限公司

2016/3/21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国兴大道7号新海航

大厦17层

李文全

百货批发零

售

100,000.00 100%

8

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00/8/15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

路355号鸿铭中心商

业街门面H101、201、

301、401号

谢建香 批发零售业 3,000.00 80%

9 宝鸡商场有限公司 2008/5/30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

经二路114号

张玉阁

百货批发零

售

59,084.00 100%

10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

2007/9/14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太白南路263号新一

代大厦1幢1单元4层

401室

岳碧艳 批发零售业 4,000.00 100%

11

上海海航家乐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2010/6/1

浦东新区泥城镇新城

路2号13幢1068室

李文全

租赁及商务

服务业

141,000.00 100%

12

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

公司

1998/3/24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583号9楼62室

刘国正

百货批发零

售

50,000.00 100%

13

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

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2012/11/21

娄底市经济开发区湘

阳东街

张日平

房地产 、投

资、 零售批

发

590,000.00 100%

14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

有限公司

2013/1/14

湖南省娄底市经济开

发区湘阳东街与迎春

路交汇处

罗志高 邮政业 10,000.00 100%

15

新化新合作发展贸易

有限公司

2018/12/18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

上渡街道农丰村 （梅

苑南路国土办公楼30

号门面）

李录良 批发贸易 2,000.00 100%

16

芜湖悦家置业有限公

司

2012/7/19

安徽省芜湖县湾沚镇

延安东路

徐为东

房地产 、投

资与经营

29,000.00 100%

17

苏州市瑞珀置业有限

公司

2011/11/28 常熟市闽江东路9号 黄旦波

房地产 、投

资与经营 ；

百货零售批

发

8,000.00 100%

18

高淳县悦达置业有限

公司

2011/5/27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

镇兴路138号

吉敬馗

房地产 、投

资与经营

16,000.00 100%

19

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2013/4/16

天津市宁河现代产业

区海航东路

赖兴建

房地产 、投

资与经营 ；

百货零售批

发

25,000.00 99.93%

20

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0/5/18

天津市宁河现代产业

区海航东路

王浩

房地产 、投

资与经营

120,000.00 91.67%

21

重庆大集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06/9/26

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

235号附1号46-A

周彬

房地产 、投

资与经营

10,000.00 100%

22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

场有限公司

1994/7/27

海口市海秀路望海商

城

岳东方 零售业 200,000.00 100%

23

泰安新合作商贸有限

公司

2015/3/27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

新城路069号

张忠先 批发零售业 50.00 100%

24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0/6/7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

尚勤路600号西苑安

置楼特4室

岳碧艳 批发零售业 160,000.00 100%

25

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04/6/18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

道7号新海航大厦17

层

刘国正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160,000.00 100%

26

湖南天玺大酒店有限

公司

2002/8/21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

路518号

程诚 住宿 1000.00 100%

序号

控股子公司

名称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或有事

项涉及

的总额

（万

元）

最新的

信用等

级状况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总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净利润（万元） 资产负债率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3月31

日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3月31

日

2019年度

2020年 1-3

月

2019年度 2020年 1-3月 2019年度 2020年 1-3月

2019年

12月31

日

2020年

3月31

日

1

海南供销大

集控股有限

公司

4,961,484.35 5,027,616.37 3,025,329.02 3,021,871.70 413,500.35 35,087.64 -407.70 -3,049.38 -26,593.73 -3,443.92 39% 40% 无 无

2

西安华城置

业有限公司

57,401.07 57,337.49 26,274.98 26,213.50 355.34 5.359499 -2489.1481 -61.486558 -2470.6024 -61.486558 54% 54% 无 无

3

西安民生百

货管理有限

公司

419,976.35 418,095.10 279,498.87 275,736.07 47,929.49 3,977.58 -9,931.56 -3,761.92 -9,891.38 -3,762.80 33% 34% 无 无

4

汉中世纪阳

光商厦有限

公司

86,031.67 85,799.58 23,745.55 23,222.99 20,044.08 1,314.28 -221.90 -522.567281 -221.90 -522.567281 72% 73% 无 无

5

西安兴正元

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197,569.24 197,549.47 76,039.91 75,356.45 15,711.52 1,201.92 1,436.94 -683.46 1,437.27 -683.46 62% 62% 无 无

6

天津国际商

场有限公司

108,701.17 108,607.58 58,359.86 58,292.03 2,595.38 930.73 -1.31 -67.827113 -1.31 -67.827113 46% 46% 无 无

7

泰安新合作

商贸有限公

司

126,734.50 126,690.56 105,524.46 105553.5588 1,047.62 87.30 649.99 29.10 487.49 29.10 17% 17% 无 无

8

海南供销大

集酷铺商贸

有限公司

280,264.01 280,954.64 105,558.69 105,308.17 644.23 15.21 -1,824.99 -250.52 -1,863.44 -250.52 62% 63% 无 无

9

湖南酷铺商

业管理有限

公司

105,050.98 104,884.75 -4,944.62 -4,950.92 7,671.23 -3.40 -6,609.71 -6.30 -6,609.71 -6.30 105% 105% 790.35 无

10

宝鸡商场有

限公司

144,212.13 143,847.14 27,497.13 25,580.24 59,884.27 14,418.63 -2,303.43 -1916.89 -2,303.43 -1916.89 80% 82% 无 无

11

陕西民生家

乐商业连锁

有限责任公

司

201,351.12 198,556.95 -1,813.99 -2,798.25 5,527.30 515.12 -5,076.40 -984.261766 -5,193.63 -984.261766 101% 101% 无 无

12

陕西民生家

乐商业运营

有限公司

212,166.80 216,931.43 166,326.30 165,383.29 3,783.46 395.71 -4,377.10 -943.010946 -4,646.72 -943.01 22% 24% 无 无

13

上海海航家

乐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96,361.47 96,361.46 51,146.50 51,146.49 0.00 0.00 -0.01 -0.013081 -0.01 -0.013081 47% 47% 无 无

14

上海家得利

超市有限公

司

122,074.23 121,526.51 57,378.17 55,929.27 3,331.84 974.20 -8,181.17 -1448.902401 -8,181.17 -1448.902401 53% 54% 无 无

15

湖南新合作

湘中国际物

流园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293,132.02 288,154.73 111,948.73 110,326.50 10,279.07 2,111.65 10,986.16 -252.486223 8,277.76 -252.486223 62% 62% 无 无

16

湖南新合作

湘中物流有

限公司

112,411.78 118,155.95 38,270.21 37,737.16 327.021477 130.48 -1,145.89 -483 -1,145.86 -483 66% 68% 无 无

17

新化新合作

发展贸易有

限公司

5,910.83 4,577.59 319.73 368.2 507.83 12,769.97 426.68 48.30 319.73 48.30 95% 92% 无 无

18

芜湖悦家置

业有限公司

43,852.61 43,753.45 43,986.63 38,730.26 498.69 35.75 129.65 -42.41 85.03 -42.41 5% 11% 无 无

19

苏州市瑞珀

置业有限公

司

131,161.82 131,273.02 69,609.67 69,474.99 3,524.53 798.3 -1,055.98 -134.69 -1,055.98 -134.69 47% 47% 无 无

20

高淳县悦达

置业有限公

司

33,772.93 33,232.87 19,926.81 19,600.01 517.17 79.00 154.52 -50.14 85.38 -50.14 41% 41% 无 无

21

易生大集投

资发展有限

公司

161,300.18 161,100.19 18,490.69 18,473.78 0 0 -737.54 -16.90 -737.54 -16.90 89% 89% 无 无

22

天津宁河海

航置业投资

开发有限公

司

250,850.36 250,731.74 148,598.24 148,310.15 43,021.84 222.77 4,866.21 -288.08 3,812.79 -288.08 41% 41% 无 无

23

重庆大集商

业管理有限

公司

208,843.78 209,136.61 85,256.10 86,095.83 5,318.07 5,306.32 4,473.51 859.99 3,289.59 859.99 59% 59% 无 无

24

海南望海国

际商业广场

有限公司

451,525.45 450,206.30 223,801.95 222,637.95 114,572.14 16,543.21 2,110.66 -1,164.00 1,735.75 -1,164.00 50% 51% 无 无

25

海南供销大

集供销链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343,642.23 324,748.46 182,243.07 182,398.84 62,688.92 29.81 -917.17 155.77 -958.70 155.77 47% 44% 无 无

26

湖南天玺大

酒店有限公

司

34,087.08 33,651.46 27,676.40 27,319.28 3,604.26 384.77 -1,477.69 -386.27 -1,268.20 -346.51 19% 19% 无 无

四、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上述控股子公司、相关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五、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上述互保业务有利于及时、灵活配

置公司的担保资源及担保业务办理，提高公司决策效率，促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展，有益于公司整体战

略目标的实现。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上述互保业务均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业务， 公司能够充分了解各控股

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决策各控股子公司的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能够掌握与监控其资金流向和财务变化

情况，可以定期和不定期的对各控股子公司实施内部审计，以防范和控制风险。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办理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分类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万元）

累计对外担保情况情况

担保协议涉及金

额（万元）

实际发生担保金

额（万元）

实际发生担保占公司2019

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资产的比例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337,000.00 207,980.00 205,555.00 6.88%

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248,000.00 248,336.80 227,036.80 7.60%

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 412,000.00 314,750.00 314,750.00 10.53%

合计 997,000.00 771,066.80 747,341.80 25.0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向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其他方提供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有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互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办理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互保业务的议案》涉及担保事

项均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互保，属公司经营发展合理需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

风险可控，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于办理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互保业务的议

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目录

㈠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㈡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10� � �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20-044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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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6月23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6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

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慕英杰女士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 拟向北京银行商务中心区支行申请人民币10亿元

综合授信，董事会同意为该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符合

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

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平果东控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广西省平果布镜湖生态治理与乡村旅游度假区PPP项目的建设能力，加快项目实施和回

款进度，公司拟为参股子公司平果东控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果东控建设” ）的融资事项

提供担保。平果东控建设拟向银行申请人民币4.2亿元贷款，公司拟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2亿元，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工程全部验收合格且政府第一笔可行

性缺口补助达到支付条件之日止，即在项目建设期提供担保。

本次公司向平果东控建设提供的担保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项目建设能力， 加快项目实施和回款进

度，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持有平果东控建设68.25%的股份，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丽邦建设有

限公司、 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平果东控建设1.75%的股份，

广西平果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平果东控建设30%的股份，综合考虑到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本次项

目公司融资金额、 其他股东的企业性质和 《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 （财金

[2019]10号）》等相关规定，其他持股比例小的股东本次不为平果东控建设的融资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与平果东控建设签署的《广西平果布镜湖生态治理与乡村旅游度假区PPP项目设计施工一

体化（EPC）合同》，公司在建设期内需完成合同约定范围内所有设计施工工作，此次担保风险在于公司能

否按照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设计施工工作，担保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因此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平果东控建设的偿债能力主要取决于广西省平果县政府的可用性付费，平果县为全国百强县，该地方政府

资信状况良好，政府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较强，平果东控建设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担保事项总体风

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平果项目涉及工程投资金额5.67亿元，是公司在广西地区的重要项目之一。银行贷款落地有利于该项

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盈利能力和项目回款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进一步打造公司在广西地区的良好企

业形象，为公司未来逐步快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关于为平果东控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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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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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北京东方园林环

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投资” ）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北京银行商务中心区支行申请人民币10

亿元综合授信，董事会同意为该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5月20日

3、注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6层610

4、法定代表人：刘伟杰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演出）。（“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

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

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环境投资100%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科 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22,826.44 326,638.25

负债总额 352,759.36 161,655.39

净资产 170,067.08 164,982.86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无 无

科 目 2020年一季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6,194.48 35,046.95

利润总额 694.38 -21,101.76

净利润 595.16 -19,339.34

（注：上述财务数据中2019年度数据经审计，2020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9、经核查，环境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最高额保证合同》确定的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

法律法规提前到期）之日起3年。

3、担保额度：不超过10亿元

4、反担保措施：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被担保人为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

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170,844.88万元， 占2019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3.75%，占2019年末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的3.90%，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的

情况。

六、其他

本次担保事项披露后，公司将会及时披露相应的进展公告。

七、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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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平果东控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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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平果东控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进一步提高广

西省平果布镜湖生态治理与乡村旅游度假区PPP项目（以下简称“平果项目” ）的建设能力，加快项目实施

和回款进度，公司拟为参股子公司平果东控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果东控建设” ）的融资

事项提供担保。平果东控建设拟向银行申请人民币4.2亿元贷款，公司拟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2亿

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工程全部验收合格且政府第一笔

可行性缺口补助达到支付条件之日止，即在项目建设期提供担保。上述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提供担保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平果东控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1月25日

3、注册地点：平果县城龙路盘龙苑小区B13号商铺二楼

4、法定代表人：易仁萍

5、注册资本：14751.2118万元

6、经营范围：全域旅游及生态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的设计、投融资、建设运营与维护；旅游景区开

发、建设及经营；景区内旅游客运及相关配套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勘察、规划、设计、施工、经营管理；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公用设施管理。

7、股权结构：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8.25%，广西平果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0%，

东方丽邦建设有限公司持股0.7%，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持股0.7%，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持股

0.35%。（其中，东方丽邦建设有限公司、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平果东控建设为公司项目子公司。

8、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科 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603.38 9605.81

负债总额 1072.69 1075.12

净资产 8530.69 8530.69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无 无

科 目 2020年一季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0 0

净利润 0 0

（注：上述财务数据中2019年度数据经审计，2020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9、经核查，平果东控建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工程全部验收合格且政府第一笔可行性缺口补助达到支付条

件之日止。

3、担保额度：不超过4.2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向平果东控建设提供的担保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项目建设能力，加快项目实

施和回款进度，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本公司持有平果东控建设68.25%的股份，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

方丽邦建设有限公司、 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平果东控建设

1.75%的股份，广西平果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平果东控建设30%的股份，综合考虑到项目公司的股权

比例、本次项目公司融资金额、其他股东的企业性质和《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

见（财金[2019]10号）》等相关规定，其他持股比例小的股东本次不为平果东控建设的融资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与平果东控建设签署的《广西平果布镜湖生态治理与乡村旅游度假区PPP项目设计施工一

体化（EPC）合同》，公司在建设期内需完成合同约定范围内所有设计施工工作，此次担保风险在于公司能

否按照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设计施工工作，担保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因此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平果东控建设的偿债能力主要取决于广西省平果县政府的可用性付费，平果县为全国百强县，该地方政府

资信状况良好，政府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较强，平果东控建设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担保事项总体风

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平果项目涉及工程投资金额5.67亿元，是公司在广西地区的重要项目之一。银行贷款落地有利于该项

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盈利能力和项目回款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进一步打造公司在广西地区的良好企

业形象，为公司未来逐步快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提高项目公司的市场融资能力，满足项目公司的正常资金需求。

虽然其他持股比例小的股东未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的担保和反担保， 但公司通过派驻管理人员能够

随时了解项目公司的日常建设和财务状况，政府资信状况良好，支付能力较强，平果东控建设具有实际偿

还债务的能力，公司只是在项目建设期提供担保，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没有损害上市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

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70,844.88万元， 占2019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3.75%，占2019年末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的3.90%，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的

情况。

七、其他

本次担保事项披露后，公司将会及时披露相应的进展公告。

八、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关于中融央视财经5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自2020年7月1日起，本公司

终止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中融央视财经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央视50、代码：

159965）提供流动性服务。

特此公告。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手机银行申购及

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交通银

行” ）协商一致，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手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范围及期限

自2020年7月1日00:00至2020年12月31日24:00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

申购及定投下述基金享有费率优惠。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000928 中融国企改革混合

001261 中融新机遇混合

001701 中融产业升级混合

001739 中融融安二号混合

001779 中融稳健添利债券

002785 中融融裕双利债券A

003145 中融竞争优势

003334 中融融信双盈A

003335 中融融信双盈C

003670 中融物联网主题

003926 中融恒信纯债A

003927 中融恒信纯债C

004008 中融鑫思路混合A

004009 中融鑫思路混合C

004212 中融量化智选混合A

004783 中融量化智选混合C

004671 中融核心成长

004836 中融鑫价值混合A

004837 中融鑫价值混合C

005142 中融沪港深大消费主题A

005143 中融沪港深大消费主题C

005569 中融智选红利股票A

005570 中融智选红利股票C

005713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A

005714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C

005758 中融量化精选FOF（A）

005759 中融量化精选FOF（C）

003009 中融盈泽中短债 A

003010 中融盈泽中短债 C

006240 中融医疗健康混合A

006241 中融医疗健康混合C

005931 中融恒裕纯债A

005932 中融恒裕纯债C

006035 中融恒惠纯债A

006036 中融恒惠纯债C

006743 中融央视财经50ETF联接A

006744 中融央视财经50ETF联接C

008424 中融品牌优选混合 A

008425 中融品牌优选混合 C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交通银行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或定投业务

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基金产品费率优惠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交通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 具体优惠内容

在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凡已领取基金1折权益的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上述开

放式基金，享受基金申购手续费率1折优惠。基金1折权益是指：在费率优惠活动期间，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

行渠道领取的可享受基金申购、定投费率1折优惠的权益。

在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凡已领取基金1折权益的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签约定投协

议，并于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投交易，享受定投1折费率优惠。

原基金申购费率按笔收取固定费用的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

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申购及定投手续费，不包括转

换费率、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及定投、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手续费。

2.�未领取基金1折权益的客户在交通银行手机银行不享受本次费率优惠。

3.�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柜面、网银等非手机银行渠道签约的定投协议在手机银行渠道费率优惠活动

期间内的扣款不享受1折费率优惠。

4.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办理定投业务的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元。

5.本次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展期、终止或调整，费率优惠规则如有变更，均以交通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

准。敬请投资者留意交通银行的相关公告。

6.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

件。

四、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2.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60-6000，010-56517299

网址：www.zrfunds.com.cn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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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

者获得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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