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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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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

月29日下午16:0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6月19日以电话、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及相关与会人员。

本次会议由董事纪翌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

议，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纪翌女士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纪翌女士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

具体人员设置如下：

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召集人 专门委员会委员

审计委员会 独立董事严杰 独立董事钟斌、董事纪翌

提名委员会 独立董事钟斌 独立董事严杰、董事纪德法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独立董事王田苗 独立董事钟斌、董事李国范

战略委员会 董事纪翌 独立董事王田苗、董事纪德法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纪德法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纪德法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蔡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蔡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田永鑫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田永鑫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李国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国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杨丽莎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丽莎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杨丽莎女士已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条件的规定。

杨丽莎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21-69926000总机转

传 真：021-69926163

电子邮箱：yangls@stepelectric.com

通讯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

邮 编：201801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金辛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金辛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9、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徐建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建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刚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刚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周朔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朔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钱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钱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郁林林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郁林林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郁林林女士已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关于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条件的规

定。

郁林林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21-69896737

传 真：021-69926163

电子邮箱：yulla@stepelectric.com

通讯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

邮 编：201801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陈寒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下属审计部负责人的议

案》

同意聘任陈寒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下属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

代表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简历附件：

纪翌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11月出生，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计算

机应用科学硕士。2005年一2009年期间曾在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工作；自2011年7月

11日起担任公司董事；2016年5月14日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任公司总

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上海市嘉定区人大代表。

纪翌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系公司控股股东纪德法先生之女。现持有公司股票35,872,

939股，占总股本5.78%。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查询，纪翌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纪德法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1年11月出生，山东工业大学工业自动

化专业研究生，北京大学EMBA，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1968年至1974年就职于江苏省盐城动

力机厂；1974年至1986年就职于江苏连云港化工矿山设计院；1986年至1988年就读于山东工业

大学学习工业自动化专业；1988年至1992年就职于上海市轻建房屋设备厂担任主任工程师；

1992年至1995年就职于上海浦东时达电梯控制技术开发部担任总经理；1995年至2008年8月担

任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8月5日至2016年5月14日，担任公司董事长；2014年

2月17日至2016年3月22日， 任公司总经理；2016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9年6月至今任公司

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纪德法先生曾荣获上海市科技领军人物称号、中国优秀民营

科技企业家奖、第三届上海科技企业家创新奖、上海市劳动模范等。纪德法先生曾担任的社会

职务有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商会副会长、嘉定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嘉定区工商联合会主

席。现任上海市工商联主席咨询委员。

纪德法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系公司董事长纪翌女士之父。现持有公司股

票110,915,804股，占总股本17.88%。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

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查询，纪德法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蔡亮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月出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硕士，

高级工程师。1995年一1997年就职于上海金机集团担任工程师；1997年一2008年8月就职于上

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历任开发工程师、开发部经理、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等职；2008年8月

起至今担任公司董事；2014年10月13日至2015年3月19日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3月19日至

2017年7月28日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17年7月28日至2018年9月20日担任公司总经理；

2018年9月20日起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蔡亮先生兼任中国自动

化学会电气自动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控系统与装置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副会长。蔡亮先生擅长控制系统及变频器硬件研发，曾获得

上海市发明创造专利奖发明类三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技术发明奖）、河北省廊坊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等奖项，并曾担任国家“十一五” 科技支撑计

划“起重机械安全监控与信息化管理系统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技术负责人，参与多项国家、省

市级科研项目。 在电梯控制系统方面主持取得了17项专利，5项软件著作权，7项技术成果，并

在国内权威期刊《中国电梯》发表《32位网络化Smartcom.net电梯专用电脑技术》等数篇学术

文章。

蔡亮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蔡亮先生现持有公司股票8,135,479股，占总股本1.31%。其不存在以下情

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

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

公司查询，蔡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田永鑫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7月出生，吉林大学硕士。1991年

-2002年任职于哈尔滨哈飞汽车有限公司；2002年5月起至今历任上海晓奥享荣汽车工业装备

有限公司经理、董事长、总经理；2015年1月至今任上海晓奥堃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

务合伙人；2016年5月14日起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7月27日起至今任公司董事。

田永鑫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田永鑫先生现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385,247股，并通过上海晓奥堃鑫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2,261,969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3,647,216股，合计占总

股本0.59%。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查询，田永鑫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国范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4月出生，苏州大学战略管理学博

士，中央财经大学西方会计学硕士，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中国会计学会会

员、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会员。1996年至2001年就职于中日合资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历任

财务科长、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2002年至2010年就职于中日合资上海华升富士达扶梯

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2010年至2011年就职于广州蕉叶饮食服务有限公

司，担任行政总监；2011年至2018年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财务总监、副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18年至2019年就职于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2019年6月至

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李国范先生曾荣获《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05年度中国杰出营销奖、《首席财务官》主办

的2012年度中国十大杰出CFO称号、 中国CFO发展中心主办的2016年度中国十大资本运作

CFO、2013年度和2015年度上海潘序伦中青年会计优秀论文奖。

李国范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国范先生现持有公司股票382,246股，占总股本0.06%。其不存在以下

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查询，李国范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杨丽莎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2005年7月

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助理；2008年9月至2017年7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2017年7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杨丽莎女士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杨丽莎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丽莎女士现持有公司股票50,000股，占总股本0.0081%。其不存在以下

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查询，杨丽莎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金辛海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7月出生，工程硕士，正高级工程

师。2002年起至今就职于本公司，历任研发经理、研发副总监、驱动研发总监、中央研究院院长

等职务；2017年7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公司子公司上海辛格林纳

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企业技术中心主任助理。

金辛海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金辛海先生现持有公司股票105,000股，占总股本0.0169%。其不存在以

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经公司查询，金辛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徐建生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11月出生，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

理工大学）化工机械专业本科毕业，EMBA硕士学历。1991年起历任上海石化车间维修工程师

兼团总支书记、厂企管办副主任兼团委副书记，加拿大麦格纳唐纳利汽车系统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部经理，德国凯毅德汽车系统公司中国区高级人力资源经理，美国艾默生必能信大中国

区高级人力资源经理；2012年9月至2015年8月任英国庄信万丰化工中国区人力资源总监；2015

年10月至2016年6月分别在浙江民企杭州中艺和贝达药业担任人力资源总监；2016年7月至

2018年9月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2018年10月至2020年1月任公司首席战略官兼人力资源总监；

2020年1月至今任公司子公司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10月至今任公司

副总经理。

徐建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徐建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查询，徐建生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刚志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2月出生，大学专科学历。2000年4

月起就职于杭州行地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市场部长、销售部长、总裁助理兼战略发展总监、子

公司杭州中达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年3月创办杭州之山科技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2015年6月创立杭州之山智控技术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0年3月至今任公

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子公司杭州之山智控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刚志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刚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查询，王刚志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周朔鹏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3月出生，兰州铁道学院（现兰州交

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本科毕业，工学学士；上海财经大学EMBA硕士学位。2002年至2004年，

在中国南车集团戚墅堰机车车辆厂配件分厂设备部工作， 任工厂自动化工程师；2004年至

2008年在德重集团（上海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前身）工作；2008年至2011年8月任上海高

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2011年9月起加入新时达，2013年12月至2016年12月，任上

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任机器人研发中心总监；2017年1月至2019年8月任上

海珍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9年9月至今任公司子公司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

公司总经理；2020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周朔鹏先生主持完成“上海市高新技术转化项目一一SR型机器人” 1项；获得嘉定区科技

进步二等奖1次；牵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专利17项；申请软件著作权8项；申请上海市科委、经

委等研发和产业化项目7项。

周朔鹏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周朔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查询，周朔鹏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钱伟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12月出生，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机械

工程系本科毕业，工学学士；2018年取得荷兰商学院MBA，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1995年加入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期间2000年离职，2002年再度加入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历任公司技术部经理，售后服务部经理，售前技术支持部经理；2014年3月至2018年9月任

公司子公司谊新（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部总监；2018年10月至今任

公司企业技术中心研发平台总经理；2020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钱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钱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查询，钱伟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郁林林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0年4月出生，江苏科技大学本科学历，

经济学学士。2013年2月至2018年3月在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286）历任证

券部主办科员、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4月至今在公司任证券

事务代表。郁林林女士已于2014年5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郁林林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郁林林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查询，郁林林女

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陈寒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3月生，先后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原

南京经济学院）会计系、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内部审计师（CIA）、中级

会计师。历任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主管、子公司财务负责人兼主办会计；安防投资

（中国）有限公司所属软件板块、物联网板块、消防板块内控总监；安防运营服务（中国）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2017年12月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担任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下属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

陈寒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查询，陈寒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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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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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

月29日下午17:0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6月19日以邮件、电话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

宫兆锟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的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

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宫兆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宫兆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6月30日

简历附件：

宫兆锟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9月出生，北京理工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1991年8月-1996年8月，青岛市纺织品批发公司，助理经济师；1996年9月-2002年8月，青

岛市四方区外经贸局，主任科员；2004年2月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

司基建部总监。

宫兆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宫兆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查询，宫兆锟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修订

申万菱信安泰瑞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年7月26日颁布、同年9月1日实施的《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申万菱

信安泰瑞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安泰瑞利”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经本

公司与安泰瑞利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对安泰瑞利的基金合同

和托管协议中涉及信息披露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上述修改系因法律法规发生变动而进行的修改， 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

影响，并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上述修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安泰瑞利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全文于2020年6月30

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swsmu.com）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本公司将在更新基金招募说明书时一并更新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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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将来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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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B类份额溢价风险

提示公告

近期，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申万菱信中证申万

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电子B；交易代码：150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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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申万电子B份额在二级市场

的收盘价为1.011元， 相对于当日0.7977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溢价幅度达到26.74%。 截止

2020年6月29日，申万电子B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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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电子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申万电子B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

计，申万电子B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申万电子份额（场内简称：申万电子，场内代

码：163116）净值和申万电子A份额（场内简称：电子A，场内代码：150231）参考净值的变动幅

度，即申万电子B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申万电子B份额的

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申万电子B份额的交易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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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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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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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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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申万菱信深证成指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申万进取份额（场内简称“深成指B” ，交易代码：150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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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 申万进取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

价为0.256元，相对于当日0.1640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56.10%。截止2020年6月

29日，申万进取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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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进取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申万进取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

化以及溢价率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申万进取份额的交易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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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深证成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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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深证成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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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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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天风证券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

券” ）协商一致，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0年6月30日起，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天风证券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费率优惠活动。详情如下：

一、 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万菱信沪深300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310398

申万菱信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310318

申万菱信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2510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201

申万菱信安鑫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3493/003512

申万菱信安鑫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3601/003602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310308

申万菱信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328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358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368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388

申万菱信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009

申万菱信智能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25

申万菱信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148

申万菱信新能源汽车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56

申万菱信量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135

申万菱信价值优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51

申万菱信量化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418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508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518

申万菱信安泰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C) 005936/005990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A/B) 310338/310339

二、费率优惠

自2020年6月30日起，投资者通过天风证券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上述基金，

申购费率享受1折优惠，具体费率折扣以天风证券公告为准。相关基金原费率详见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天风证券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开放申购（含

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当日起，将同时参加相关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三、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在天风证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上述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

续费（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产生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2、本次所开通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天风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

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3、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

式。

4、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5、费率优惠解释权归天风证券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留意天风证

券最新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tfzq.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5000

2、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swsmu.com

客服电话：400-880-8588（免长途话费）或021-96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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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安泰瑞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提示性

公告

申万菱信安泰瑞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全文和招募说明书全文于 2020

年6月30日在本公司网站（www.swsmu.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

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8588）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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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000502� � � �公告编号：2020-036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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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2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6月29日～2020年6月29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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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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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9:15至2020年6月2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136号天誉花园二期501房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6月9日、6月24日分别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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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股东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

会的提示性公告》）。

5、主持人：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王斌先生主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7、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13人，代表股份44,648,421股，占上

市公司总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57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有2人，代表股份数41,

866,2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525％；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11人，代表股份

数2,782,1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53％。

8、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公告列明的各项提案

进行了审议并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二〇一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1,866,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687％；反对873,16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56％；弃权1,908,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7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7％；反对873,

1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642％；弃权1,908,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5712％。

表决结果：通过。

2、《二〇一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1,866,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687％；反对873,16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56％；弃权1,908,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7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7％；反对873,

1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642％；弃权1,908,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5712％。

表决结果：通过。

3、《二〇一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41,866,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687％；反对873,16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56％；弃权1,908,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7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7％；反对873,

1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642％；弃权1,908,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5712％。

表决结果：通过。

4、《二〇一九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41,866,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687％；反对873,16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56％；弃权1,908,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7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7％；反对873,

1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642％；弃权1,908,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5712％。

表决结果：通过。

5、《二〇一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41,866,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687％；反对873,16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56％；弃权1,908,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7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7％；反对873,

1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642％；弃权1,908,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5712％。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41,866,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687％；反对873,16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56％；弃权1,908,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7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7％；反对873,

1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642％；弃权1,908,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5712％。

表决结果：通过。

除审议上述事项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联合发展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赖志萍、梁碧芸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网络投票股东和

召集人资格、审议内容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联合发展律师事务所关于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开源宝赎回转认/申购基金业务在

电子直销平台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降低投资者交易成本，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在电子直销平台对开源宝赎回转认/

申购基金业务实行手续费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 定义

开源宝：指投资者在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平台（包括网上交易、微信交易、APP）上通过

开源宝产品购买的前海开源聚财宝货币市场基金A（基金代码：004368；基金简称：前海开源

聚财宝A）。

开源宝赎回转认/申购基金业务：指投资者在业务开放时间，通过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平

台赎回开源宝并认/申购其他基金，使用开源宝赎回款直接作为基金认/申购款的业务。

投资者：指通过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平台进行基金交易的个人投资者。

二、 适用基金范围

“开源宝赎回转认/申购基金” 业务项下适用的基金产品为本公司发起募集或管理的前

端收费的其他开放式基金。

三、 开源宝赎回转认/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方案

自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投资者在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通过开源宝赎回转认/

申购基金方式认购、申购、定投本公司发起募集或管理的其他前端收费的开放式基金享受手

续费0折费率优惠。

开源宝赎回转认/申购基金业务详细业务规则请参照《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开源宝在电子直销平台开通赎回转认/申购基金业务并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

未尽事宜应参照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及本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告。

四、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qhky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1-666-998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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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货币

市场基金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申请使用电子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电子直销交易协议和规则，了解电子

交易、开源宝赎回转认/申购基金业务规则和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

保管好电子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陆月三十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汇款交易业务在电子直销平台实施

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降低投资者交易成本，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在电子直销平台对汇款交易业务实

行手续费费率优惠，具体方案如下：

一、 定义

汇款交易：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系统，提交基金认购/申购申请后，将资金

通过预留银行卡转账汇款至本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达成基金认购/申购交易的业务。

投资者：指通过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平台进行基金交易的个人投资者。

二、 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以及之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 （含处于开放期的定期开放式基

金），特殊基金除外，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临时公告。

三、 汇款交易业务费率优惠方案

自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投资者在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通过汇款交易方式认

购、申购本公司发起募集或管理的其他前端收费的开放式基金享受手续费0折费率优惠。

汇款交易业务详细业务规则请参照《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汇款交易业

务规则》。未尽事宜应参照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及本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告。

四、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qhky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1-666-998

五、 风险提示

投资者办理本公司“汇款交易” 业务前，应认真阅读《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

直销汇款交易业务规则》、《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交易业务规则》、《前海开

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服务协议》，了解电子交易的固有风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

好直销电子交易平台交易信息，特别是相关账号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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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陆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