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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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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6

月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20年6月29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先宽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规定，程序合法。

一、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意向协议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意向协议》，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牵头相关

部门根据意向协议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开展本次交易相关工作。

会议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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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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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建股份” 、“公司” 或“本公司” ）拟以支

付现金方式购买郑旭晨、成善学、王欢、严洪龙、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

下简称“转让方” ）合计持有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市政” 或“标的

公司” ） 70.83%的股权（对应出资额21,251.01万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与上述转

让方就本次交易于2020年6月29日签署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

议” ）。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经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可能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的合作意愿及意向金支付安排等

初步商洽结果，具体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5、本次交易预计在3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6、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相关事项尚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为完善公司市场布局，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从转让方购买其合

计持有杭州市政70.83%的股权（对应出资额21,251.01万元）。公司于 2020年6月29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意向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

与郑旭晨、成善学、王欢、严洪龙、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签订关于购买其

合计持有杭州市政70.83%的股权之意向协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初步研究和测

算，本次交易可能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按照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

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待签署正式协议阶段，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将上述事项提交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二、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

况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市政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143032018Y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632号1603室

法定代表人：郑旭晨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02-22

营业期限：2001-02-22�至 2031-02-21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服务：经营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具体经营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专业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隧道工程专业

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承包及上述工程的

技术咨询[上述范围除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市政设计，建筑设

计，岩土设计，勘察设计，风景园林设计，环境设计，规划设计，交通评估，项目管理，设计管理，

工程咨询，承装管道安装工程，道路沥青工程，交通设施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结构加固补

强、顶升平移工程，勘察、测绘工程，管道检测、疏通、清淤工程，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河道施

工、养护、潜水工程；市政养护，公路养护，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市政设

施及道路保洁，河道保洁、清淤、疏浚，园林绿化养护工程，花卉种植；城市市容、道路、排水、桥

梁、隧道、地道、天桥、照明、地铁、人防、管廊、水利、码头、地下空间设施管理服务，管道测绘、

检测服务，环境保护，物业管理、安保、停车、保洁服务，施工劳务分包服务等；生产、批发、零

售：工程建筑材料，交通设施，SBS沥青混合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路面和建筑

机械出租，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

证后方可经营）；含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市政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169.52 20.57%

2

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7,789.59 25.97%

3

郑旭晨

5,610.86 18.70%

4

成善学

2,649.66 8.83%

5

王欢

2,631.63 8.77%

6

严洪龙

2,569.27 8.56%

7

周法根

435.01 1.45%

8

严骏

392.08 1.31%

9

徐达万

271.47 0.90%

10

赵鸣

241.21 0.80%

11

陶建高

224.99 0.75%

12

韦新

211.17 0.70%

13

戴元林

200.07 0.67%

14

赵剑杰

150.87 0.50%

15

方赤华

150.87 0.50%

16

陈夏

150.87 0.50%

17

金炜

150.87 0.50%

合 计

30000 100.00%

（三）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93,610.0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3,830.87

项目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454,803.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8.00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名称：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工会证书编号：工法证字第110101454号

类型：工会法人

住所：杭州市文晖路279号

法定代表人：王欢

登记日期：2001-03-01

发证机关：杭州市总工会

（二）姓名：郑旭晨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路******

身份证号码：330102196408******

郑旭晨先生，男，196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杭州

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联关系说明：郑旭晨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姓名：成善学

住所：杭州市下城区******

身份证号码：330702196007******

成善学先生，男，196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杭州市市政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关联关系说明：成善学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姓名：王欢

住所：杭州市上城区******

身份证号码：330102196003******

王欢先生，男，1960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现任杭州市市政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关联关系说明：王欢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姓名：严洪龙

住所：杭州市下城区******

身份证号码：330104196411******

严洪龙先生，男，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杭州市

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关联关系说明：严洪龙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建股份/受让方” ）

乙方：郑旭晨、成善学、王欢、严洪龙（以下简称“管理层股东” ）

丙方：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杭市政工会” ）

丁方：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

管理层股东和杭市政工会以下合称为“转让方” ，交建股份称为“受让方” ，受让方与转

让方以下合称为“各方” ，单独称为“一方” 。

（二）交易标的

甲方拟以支付现金方式从转让方购买目标公司的70.83%股权 （对应出资额21,251.01万

元）（下称“标的股权” ）。甲方购买目标公司的70.83%股权具体范围为：乙方持有目标公司的

44.86%股权（对应出资额13,461.42万元）、 丙方持有目标公司的25.97%股权 （对应出资额7,

789.59万元）。

（三）交易对价

标的股权的最终交易对价需以审计机构审计认定的净资产及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载明的估值为依据，经各方协商，并以签订正式交易协议形式确定。

（四）履约意向金

甲方于本意向协议签订并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履约意向金2,

000.00万元人民币，各方就本次交易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后，上述履约意向金转为

甲方支付的第一期交易对价款。若各方最终未能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上述履约意

向金转让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返还甲方。

（五）过渡期安排

1、本次交易交割日为标的资产过户至甲方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日，自本协议签订至交易

交割日的期间为过渡期间。交易各方同意在过渡期间内，目标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将从事下述

重大事项的，应征得甲方同意：

（1）增加、减少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向目标公司的股东宣布、作出或支付任何利润分配、

股息、红利或其他分配，或者目标公司股权的任何部分上设立或允许设立任何权利负担。

（2）在目标公司任何资产或财产上设立或允许设立任何权利负担。

（3）解除或以其他方式免除任何负债的债权或放弃任何权利。

（4）以任何方式处分或处置任何财产或资产，无论是不动产、动产或其他资产（包含但不

限于租赁权益和无形资产）。

（5）修订目标公司或附属公司的章程。

（6）举借任何贷款，或向任何第三方的债务提供担保（过渡期内到期的对外担保不得续

保）。

（7）提起或和解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8）进行任何对外投资，或达成任何合资协议，进行其他与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非常规

的任何行动或安排。

2、转让方在过渡期间应对标的资产尽善良管理之义务。不得进行任何正常经营活动以外

的异常交易或引至异常债务。转让方应严格控制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往来，

避免发生任何非经营性占用情况。

（六）目标公司治理

1、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及甲方经营管理需要修订公司章程、

修改股东会议事规则、改选新一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2、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按照法律法规、监管规则及上

市公司的管理制度、规章制度办理。

（七）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及授权

截止本意向协议签署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交易各方经协商正式签订《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甲方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2、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3、转让方内部决策程序表决通过。

4、目标公司内部决策程序表决通过。

5、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审核同意。

（八）保密

甲方承诺，对在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过程中，甲方（包括其指派人员）从转让方获取的有

关目标公司资产、产品、财务等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承担保密义务，不得向任

何第三方披露。转让方承诺，在本次交易进行过程中对交易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如因一方违

反保密义务而导致另一方受到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九）其他条款

1、本意向协议作为各方推进本次交易的意向性协议，各方有关本次交易的生效法律文件

以经由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上海交易所审核同意的《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为准。

2、转让方承诺，自本意向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交易完成之日，转让方不得就目标公司股权

转让或合作事宜与第三方进行接触、协商或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

（十）协议生效条件

本意向协议自交易各方签署后生效。

五、拟聘请的中介机构情况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尽快选聘独立财务顾

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及法律顾问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的标 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工

作。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 息披露。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杭州市政主要从事城市道路、桥梁、地下综合管廊、地铁、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拥

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桥梁

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甲级资质和机电工程、特种工程、环保工程等专项

资质的施工企业。

交建股份主要从事公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关的工程施工、勘察设计、试验检测等

业务。公司自设立以来，始终围绕公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关的工程施工等业务，不断

发展和延伸产业链。公司拥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公路行业设计甲级资质、市政工

程总承包壹级资质以及隧道、桥梁等多项国家专业壹级资质。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主要有：

1、杭州市政的业务市场主要集中在浙江省；本公司的业务市场主要集中在安徽省。本次

交易符合公司“巩固安徽省市场地位，提升长三角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拓展全国业务” 的发展

规划，将有利于公司抓住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业务机遇，有效整合市场拓展能力，发挥协

同效应，在深耕安徽市场的同时高效拓展浙江市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2、杭州市政拥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本公司拥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效促进公司和杭州市政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等领域的资

质互补与业务协同，构建公司双特级资质的竞争优势，有利于提升公司在行业里的优势地位，

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3、本次交易的实施后，杭州市政和本公司将通过在业务活动、管理活动、品牌影响、项目

管理和技术提升等方面的有效整合，实现优势互补和协同，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规

模，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七、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的合作意愿及意向金支付

安排等初步商洽结果，具体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二）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三）本次披露的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最终财务数据以审计机构的

审计报告为准。

（四）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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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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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州市湖东路154号中山大厦A座兴业银行总行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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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049,78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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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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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临时负责人、董

事、行长陶以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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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陶以平、陈逸超、陈信健现场出席会议，董事陈

锦光、朱青、苏锡嘉、林华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其余董事因公务或其他安排无法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6人（其中监事蒋云明、赖富荣现场出席会议，监事袁俊、何旭

东、李若山、夏大慰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其余监事因公务或其他安排无法出席；

3、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层成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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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4,964,797 99.9563 2,771,555 0.0251 2,053,148 0.0186

2、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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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5,008,797 99.9567 2,802,755 0.0254 1,977,948 0.0179

3、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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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4,981,597 99.9565 2,772,755 0.0251 2,035,148 0.0184

4、 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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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4,901,997 99.9558 2,955,853 0.0268 1,931,650 0.0174

5、 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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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2,851,847 99.9372 6,917,653 0.0626 20,000 0.0002

6、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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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5,541,322 99.2376 52,995,439 0.4796 31,252,739 0.282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

股东

5,012,358,0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

股东

4,228,908,5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

股东

1,801,585,257 99.6164 6,917,653 0.3825 20,000 0.0011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353,966,764 99.7561 845,600 0.2383 20,000 0.0056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447,618,493 99.5823 6,072,053 0.4177 0 0.00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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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2019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2,779,622,799 99.8267 2,771,555 0.0995 2,053,148 0.0738

2

2019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2,779,666,799 99.8283 2,802,755 0.1007 1,977,948 0.0710

3

2019

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2,779,639,599 99.8273 2,772,755 0.0996 2,035,148 0.0731

4

2019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及

2020

年度财

务预算方案

2,779,559,999 99.8245 2,955,853 0.1062 1,931,650 0.0693

5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2,777,509,849 99.7508 6,917,653 0.2484 20,000 0.0008

6

关于聘请

2020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2,700,199,324 96.9743 52,995,439 1.9033 31,252,739 1.122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孙立、张培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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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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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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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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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6月19-29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3名，实际表决董事13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全面风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核销单笔损失大于1亿元呆账项目的议案（2020年第三批）；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还听取了《2020年第一季度全面风险管理状况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2020-091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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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开封黄河生态廊道

示范带项目（第一标段）” 、“汝州市温泉镇路网项目（二期）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项

目和“汝州市市区道路建设和提升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项目的《中标通知

书》，有关中标内容如下：

一、中标项目主要内容

（一）中标项目：开封黄河生态廊道示范带项目（第一标段）

1、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开封黄河生态廊道示范带项目

（2）中标标段：（第一标段）开封黄河生态廊道示范带项目EPC总承包

（3）工程规模：黄河内堤防工程大堤桩号76+100----90+330背河堤防加固工程，长约

13.5公里、宽约100---130米，约1.5平方公里；以及黄河大堤北侧开封黄河柳园口水利风景区

及其周边约1200亩用地，约0.8平方公里，合计约2.3平方公里。

（4）中标内容：第一标段采用EPC工程总承包模式，包括设计、场馆建筑工程、广场铺装

工程、生态林木景观绿化工程、公园小品工程、站点工程、上堤口提升工程等全过程的管理及

组织实施。包含但不限于本项目景观工程深化设计、施工图设计，以及在施工期间提供相关

技术服务等，材料、设备采购、施工及施工管理直至竣工验收、整体移交、工程质量缺陷责任

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

（5）合同估算价：80,000万元

（6）中标价：99.50%

（7）工期：30个月；养护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2年

(8)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9）招标人：开封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0）中标人：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棕榈设计有限公司

（联合体成员）

2、联合体成员介绍

企业名称：棕榈设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596176292R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文英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05-25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九佛建设路333号自编726号

经营范围：城市规划设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服务；城乡规划编制；其他工程设计服务；

体育、休闲娱乐工程设计服务；市政工程设计服务；公路工程及相关设计服务；房屋建筑工程

设计服务；工程勘察设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等。

棕榈设计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中标项目：汝州市温泉镇路网项目（二期）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1、项目概况

（1）工程名称：汝州市温泉镇路网项目（二期）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2）建设地点：河南省汝州市温泉镇

（3）中标内容：包括设计（含方案规划设计）、采购、施工以及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

交竣工验收及缺陷责任期等阶段的所有施工工作

（4）中标价：299,400,000.00元

（5）中标工期：365日历天

（6）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7）招标人：河南广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中标人：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2、联合体成员介绍

（1）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1776002711

法定代表人：胡丹

成立日期：1994-10-22

注册资本：35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街42号

经营范围：承担大型工业与民用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

工程、环保工程建筑室内、室外装饰装修工程及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非标准钢构件、钢结构

工程和网架工程的制作、安装；承包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等。

公司与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80270414F

法定代表人：杨卫东

成立日期：2005-08-12

注册资本：46,442.0349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9号

经营范围：技术资料、图纸的复印，交通工程规划设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设计、规

划管理，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基础地质勘察，地质勘查技术服务等。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中标项目：汝州市市区道路建设和提升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1、项目概况

（1）工程名称：汝州市市区道路建设和提升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2）建设地点：河南省汝州市境内

（3）中标标段：第一标段

（4）工程规模：12.4公里

（5）中标内容：道路工程及周边景观绿化设计、采购以及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交竣

工验收及缺陷责任期等阶段的所有施工工作

（6）中标价：399,500,000.00元

（7）中标工期：12个月

(8)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9）招标人：河南广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中标人：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城际

规划建设有限公司

2、联合体成员介绍

（1）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000104366517F

法定代表人：李云霄

成立日期：1997-09-19

注册资本：81,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146号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冶金工程施工总承

包壹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壹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

公司与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中铁城际规划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中铁城际规划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6720627730

法定代表人：苏灵芝

成立日期：2008-02-21

注册资本：5,050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方文路2号

经营范围：铁路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工程、桩基工程、水利工程、建筑工程、人防工程、园

林绿化工程、环保工程、电力工程的设计、勘察、测绘、施工及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城乡规划编

制，水污染防治工程、物理污染防治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污染

（水体、土壤、矿山）修复工程的调查、技术咨询、设计及治理等。

公司与中铁城际规划建设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介绍

1、中标项目(一)的招标人为“开封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是开封市

人民政府领导的国有独资公司，是经开封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主体，经营范

围包括：以公司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受托组织实施政府投资工程的建设、养护、房屋租赁、物业

管理，具备良好的信用和支付能力。

公司与开封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

其未发生类似业务。

2、中标项目（二）、中标项目（三）的招标人均为“河南广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该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景区旅游项目、城镇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及管理；物业管理等，具备良好

的信用和支付能力。

公司关联方河南省豫资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河南广成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51%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河南广成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公

司的关联方，除本次中标项目外，公司于 2020�年 6�月 已中标的“汝州市温泉牛涧河景观

带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项目和“汝州市温泉镇汤王路钧天道路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EPC）” 项目，招标人均为河南广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三个中标项目总投资额合计14.989亿元，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为公司持

续发展提供业务支持，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1、目前中标项目尚未签署具体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本次中标项目为联合体中标，公司所涉及签约金额以后续各方签订具体实施协议约定

为准。

3、本项目合作期限内可能会面临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等的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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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参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手机银行申购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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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日00:00至2020年12月31日24:00期间，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

基金参加交通银行手机银行申购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定投开通情况

泰信先行策略

290002

开通

泰信优质生活

290004

泰信优势增长

290005

泰信蓝筹精选

290006

泰信增强收益

A

类：

290007

泰信发展主题

290008

泰信周期回报

290009

泰信中证

200 290010

泰信中小盘精选

290011

泰信行业精选

A

类：

290012

泰信现代服务业

290014

泰信鑫益定期开放

A

类：

000212

未开通

泰信竞争优选

005535

开通

注：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为定期开放式基金，本基金现处于封闭期，具体开放申购

赎回时间以本公司发布相关业务公告为准。

二、费率优惠情况

1、费率优惠活动时间：2020年7月1日00:00至2020年12月31日24: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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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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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原申购费率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三、重要提示

1、未领取基金1折权益的客户在手机银行不享受本次费率优惠。

2、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及定投手续费率优惠仅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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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模式申购”是指申购基金时就需要支付申购费的购

买方式。

3、客户通过柜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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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客户在手机银行进行基金组合产品的申购与定投享受1折费率优惠

（无前端申购费率或不支持费率优惠的开放式基金除外）。

5、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优惠活动期间，业务规则和流程以交通银行

的安排和规定为准，交通银行有权不时调整该活动相关规则（包括删减适用基金范围及变更

费率优惠安排等）。相关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交通

银行的有关公告。

四、其他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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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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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5988� � 021-38784566

网址：www.ftfund.com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国投瑞银瑞泽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国投创业成长A份额、国投创业成长B份额终止上市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

和《关于国投瑞银瑞泽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

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等的有关规定，国投瑞银瑞泽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161223，场内简称：“国投成长” ，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管理人国投瑞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基金之国投创业成长A

份额（场内简称“成长A级” ，基金代码：150213）、国投创业成长B份额（场内简称“成长B

级” ，基金代码：150214）的终止上市交易，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通知书》（深证

上[2020]554号）同意。现将本基金之国投创业成长A份额、国投创业成长B份额终止上市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终止上市基金份额的基本信息

1、本基金之国投创业成长A份额

场内简称：成长A级

交易代码：150213

2、本基金之国投创业成长B份额

场内简称：成长B级

交易代码：150214

3、终止上市日：2020年7月3日

4、终止上市的权益登记日：2020年7月2日，即在2020年7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之国投创业成长A份额、国投

创业成长B份额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本基金之国投创业成长A份额、国投创业成长B份额

终止上市后的相关权利。

二、有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相关信息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自2020年5月14日至2020年6月23日上午10：00期间以通讯方

式召开，此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计票工作于2020年6月23日上午10:00进行，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终止国投瑞银瑞泽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国投创业

成长A份额和国投创业成长B份额终止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 ），本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公司已于2020年6月24日发布了《关于

国投瑞银瑞泽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

效的公告》。根据《关于国投瑞银瑞泽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于2020年7月3日终止本

基金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并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通知书》（深证上[2020]554

号）同意。

三、基金终止上市后续事项说明

根据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议案》，基金管理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的规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公司将在规定媒介刊

登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相关事项。

投资者可以登陆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或拨打全国统一

客户服务电话400-880-6868�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