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手机银行渠道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决定配合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开展手机银行渠道基金申购

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活动，以回报广大投资人。

一、 活动时间

2020年7月1日00:00至2020年12月31日24:00

二、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宝盈鸿利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鸿利收益混合A 213001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泛沿海混合 213002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 213003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核心优势混合A 213006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A 213007

宝盈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资源优选混合 213008

宝盈中证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中证100指数增强A 213010

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价值混合A 000574

宝盈祥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瑞混合A 000639

宝盈科技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科技30混合 000698

宝盈睿丰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睿丰创新混合A 000794

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先进制造混合A 000924

宝盈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兴产业混合 001128

宝盈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转型动力混合 001075

宝盈祥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泰混合A 001358

宝盈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优势产业混合 001487

宝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锐混合A 001543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 001915

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国家安全沪港深股票 001877

宝盈互联网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互联网沪港深混合 002482

宝盈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消费主题混合 003715

宝盈盈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盈泰纯债债券A 005846

宝盈人工智能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人工智能股票A 005962

宝盈融源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融源可转债债券A 006147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A 006387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A 006398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A 006675

宝盈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研究精选混合A 008227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A 008303

宝盈祥明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明一年定开混合A 009419

三、活动内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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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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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签约定期定额投资协议，并于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投交易，享受定期定额投资1

折费率优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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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定额投资费率1折优惠的权益。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交通银行销售的基金，默认参加上述费率优惠

活动，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交通银行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重要提示

1、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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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不包括转换费率、后端收费模式基

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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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人通过交通银行柜面、 网银等非手机银行渠道签约的定期定额投资协议在手机银

行渠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内的扣款不享受1折费率优惠。

2、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时，原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

费率优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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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客户在交通银行手机银行进行基金组合产品的申购与定期定额投

资享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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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人留意交

通银行的有关公告。

五、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byfunds.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300（免长途话费）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www.bankcomm.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投资人在交通银行办理业务应遵循交通银行的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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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

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投资期限和投资目

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本公司保留对该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增加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农商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0年7月2日起，增加

顺德农商行为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并在顺德农商行开通银华多元视野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新增代销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申

购

是否开通赎

回

是否开通定期定

额投资

是否开通转换业

务

银华农业产业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005106 是 是 是 是

银华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003940 是 是 是 是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A：000194

C：006837

是 是 是 是

银华远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01 是 是 是 是

注：顺德农商行最低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具体办理细则详见顺德农商行网

站。

二、本次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

1 银华多元视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307 是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德和居委会拥翠路2号

法定代表人 姚真勇

客服电话 0757-22223388 网址 www.sdebank.com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三、重要提示

1、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与C类份额不支持相互转换。

2、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已暂停50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

另行公告。

3、银华多元视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农业产业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银华远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最低金额为10元；银华盛世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最低

金额为1元。 如代销机构开展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满足上述规定后如有不同的，

投资者在代销机构办理上述业务时，需同时遵循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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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网

上直销系统暂停中国银行直连

网银签约业务的公告

因银行系统升级，自2020年7月1日起，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的直连网银签约业务将暂停使用。

一、起始时间

自2020年7月1日起。

二、 涉及范围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含生利宝APP和微信）使用中国银行借记卡通过我司网上直

销系统进行交易的客户。

三、 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旗下已开通网上直销业务的开放式基金。

四、 适用业务范围 ：

暂停个人投资者基金账户开户、银行卡资料变更、认购、申购等业务。基金赎回业务和转

换业务不受影响，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与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更新)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本公司网址：http://www.yhfund.com.cn

2、本公司网上交易网址：https://trade.yhfund.com.cn/yhxntrade

3、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 4006783333

4、中国银行网址： www.boc.cn

5、中国银行服务电话：95566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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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股票简称：*ST银亿 证券代码：000981� � � �公告编号：2020-065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管理人关于公司重整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临时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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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关于公司重整进展的提示

（1）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 ）已于2020年6月23日裁定公司进入

重整程序，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8月7日之前，向公司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

同时，宁波中院定于2020年8月21日上午9时30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形式为网络会

议，参会方式将由公司临时管理人另行通知。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公司重整失败，公司将被法院宣

告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

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关于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重整进展的提示

宁波中院于2019年12月19日裁定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

控股” ）及其母公司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集团” ）进入重整程序。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管理人应当自法院裁

定受理债务人重整之日起六个月内，同时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系不可抗拒事由影响， 银亿集团和银亿控股管理人申请顺

延因此而耽误的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期限，宁波中院对管理人的申请予以准许，决定将银亿

集团和银亿控股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顺延至2020年8月18日。

一、重整进展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的重整进展情况

宁波中院于2019年12月19日裁定受理公司控股股东银亿控股及其母公司银亿集团提出

的重整申请，银亿集团、银亿控股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2020年6月28日，公司临时管理人收到银亿集团管理人、银亿控股管理人发来的宁波中院

出具的《决定书》，决定如下：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第一

款、第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管理人应当自法院裁定受理债务人重整之日起六个月内，同时

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但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银亿控股债权申

报期限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均延后两个月，审计、评估等其他重整工作进展亦受到

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系不可抗拒事由，管理人申请顺延因此而耽误的提交重整计划

草案的期限，具有正当理由，本院对管理人的申请予以准许，故决定如下：

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顺延至2020年8月18日。

（二）公司的重整进展情况

2020年6月23日，宁波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银亿系企业清算组担任公

司的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公司管理人” ），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公司管理人已依法接

管公司财产及营业事务并有序开展各项重整工作。

2020年6月24日，宁波中院出具《公告》，主要内容如下：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0年8月7日前，向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0年8月21日上午9

时30分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银亿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通过网络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召开的相关事宜，管理人将另行

通知。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届时可根据短信通知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

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参加会议。

二、风险提示

（一）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提示

1、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公

司重整失败，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

第（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及治理结构等，促进

公司健康发展，但公司仍需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终止上市的

风险。

3、公司股票目前因公司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已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ST），如果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第14.1.1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二）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提示

银亿集团、银亿控股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可能对本公司股权

结构等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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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管理人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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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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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连廊会议室（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38号“博瑞·创意成

都” 大厦A座2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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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9,66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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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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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母涛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会议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姜雪梅、张福茂、独立董事刘梓良因工

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张跃铭因个人原因未出席本次

会议；

3、 公司总经理张涛、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苟军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叶涛、副

总经理曹雪飞列席了本次会议， 副总经理兼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晓东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

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19年年度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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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284,506 99.9020 381,700 0.098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19年年度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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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293,506 99.9043 372,700 0.095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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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293,506 99.9043 372,700 0.0957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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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284,506 99.9020 372,700 0.0956 9,000 0.0024

5、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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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310,506 99.9087 355,700 0.0913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2020年度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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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9,693 95.0565 372,700 4.8268 9,000 0.1167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议案

7.01�修订《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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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310,506 99.9087 355,700 0.0913 0 0.0000

7.02�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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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293,506 99.9043 372,700 0.0957 0 0.0000

7.03�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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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284,506 99.9020 381,700 0.098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8.01

选举母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

387,314,214 99.3964 是

8.02

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

385,904,215 99.0345 是

8.03

选举袁继国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

385,904,214 99.0345 是

8.04

选举章劲松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

385,904,215 99.0345 是

8.05

选举苟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

385,904,214 99.0345 是

8.06

选举曹雪飞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

385,904,215 99.0345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选举金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387,314,215 99.3964 是

9.02

选举黄勤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385,904,215 99.0345 是

9.03

选举王雪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385,934,215 99.0422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寇亚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387,344,215 99.4041 是

10.02

选举谢兴文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385,904,215 99.0345 是

10.03

选举吴红英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385,904,215 99.034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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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365,693 95.3933 355,700 4.6067 0 0.0000

6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

2020年度计划的议案

7,339,693 95.0565 372,700 4.8268 9,000 0.1167

7.01 修订《公司章程》 7,365,693 95.3933 355,700 4.6067 0 0.0000

7.02

修订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7,348,693 95.1731 372,700 4.8269 0 0.0000

7.03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7,339,693 95.0565 381,700 4.9435 0 0.0000

8.01

选举母涛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5,369,401 69.5392

8.02

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3,959,402 51.2783

8.03

选举袁继国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3,959,401 51.2783

8.04

选举章劲松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3,959,402 51.2783

8.05

选举苟军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3,959,401 51.2783

8.06

选举曹雪飞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3,959,402 51.2783

9.01

选举金巍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5,369,402 69.5392

9.02

选举黄勤女士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3,959,402 51.2783

9.03

选举王雪女士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3,989,402 51.6668

10.01

选举寇亚辉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5,399,402 69.9278

10.02

选举谢兴文女士为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959,402 51.2783

10.03

选举吴红英女士为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959,402 51.2783

(四)�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年度述职报告。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议案7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经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东(或股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6涉及的关联交易股

东为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投资” ）、成都传媒集团（博瑞投资为

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成都传媒集团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成都传媒集团通过股权控制博瑞投

资，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博瑞投资与成都传媒集团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数381,944,813股，

均对议案6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骏、李星龙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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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公司简称：博瑞传播 证券代码：600880� � � �编号：临2020-028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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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八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于近日召开了职工代表会议。会议由副总经理曹雪飞先生主持。经过认真讨

论，与会职工代表同意选举张圣龙先生、陆彦朱女士（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成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6月30日

附：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成员简历

张圣龙，男，44岁，大专学历。曾历任四川博瑞麦迪亚置业有限公司、成都每日经济新闻报

社有限公司、甘肃西部商报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内

控审计部经理、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陆彦朱，女，36岁，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曾任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专员。现任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证代助理、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简称：博瑞传播 证券代码：600880� � � �编号：临2020-029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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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5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母涛先生主持，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母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母涛先生、张涛先生、袁继国先生、章劲松先生、曹雪飞先

生、金巍先生组成，母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委员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黄勤女士、母涛先生、王雪女士组成，黄勤女士担任主任

委员，委员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金巍先生、张涛先生、黄勤女士组成，金巍先生担

任主任委员，委员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王雪女士、母涛先生、黄勤女士组成，王雪女士担任主任

委员，委员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六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母涛先生提名，第十届董事会聘任张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七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母涛先生提名，第十届董事会聘任苟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八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张涛先生提名，第十届董事会聘任叶涛先生、苟军先生、曹雪飞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

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30日

附：第十届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母涛 男，54岁，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曾任成都市委办公厅调研综合处副处长，都江

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成都市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成都市贸促会（市博览局）党组书记、

会长（局长），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正局级），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长。现任成都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第十届董事

会董事长。

张涛 男，41岁，大学本科、管理学学士。曾任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风险控制部总经

理，成都金控征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总经理。现任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袁继国 男，45岁，研究生学历、博士。曾任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总经理，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成都新闻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现任成都智媒体城文化产业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

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章劲松 男，48岁，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曾任和君集团上海总部副总经理。现任成都

每经传媒有限公司战略投资委员会副总经理， 成都市天府文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成都天府文创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苟军 男，45岁，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曾任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发

展部副经理，综合部副经理、经理，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现任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曹雪飞 男，41岁，研究生学历、硕士。曾任成都市金融工作办公室银行保险处副主任科

员、主任科员，成都市金融工作局银行保险处副处长，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

任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金巍 男，50岁，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现任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

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文化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关村梅花与牡丹文化

创意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兼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文化金融

蓝皮书主编，财政部中央文化企业国资预算评审专家，中国社科院产业金融研究基地特约研究

员，华夏经济学研究发展基金会监事，深圳市文化产权交易所顾问专家，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

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等。

黄勤 女，51岁，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曾是英国利物浦大学城市规划系访问学者，长期从事区域经济与城

市发展、产业融合与创新等方面的研究。兼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委员会

委员、四川省区域科学协会理事，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成都博瑞传播股

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雪 女，40岁，研究生学历、会计学博士。现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会计系副主任。中国管理会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专业学位教育中心特聘

教师，澳洲会计师公会会员，澳洲注册会计师(CPA� Aust.)，美国会计学会AAA会员，四川迅游网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叶涛 男 44岁，大学本科，学士。曾任成都市新闻培训中心财务经理兼成都东郊记忆园区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成都传媒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成都新闻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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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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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全票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九届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寇亚辉先生为公司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了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董事长、聘任公

司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决策程序以及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成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6月30日

附：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成员简历

寇亚辉 男 54岁，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中共成

都市委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舆情信息处）主任（处长），成都传媒集团编委委员，《先锋》

杂志社党支部书记、总编辑。现任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九届监事会主席。

谢兴文 女 50�岁，大学本科、学士。曾任成都新闻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行政管理部副主任、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现任成都新闻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监事会监事。

吴红英 女 51岁，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曾任成都日报社经济新闻部记者、证券版记者，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经委办、编委办职员，地铁传媒监事，成都传媒集团经委办职员。现任成都博

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九届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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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增持公司股份超过1%公告

股东熊建明先生、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盛久投资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

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方大集团）实际控制人熊建明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邦

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邦林科技)、盛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盛久投资)在2019年11月22日

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合计持有方大集团股份比例为19.22%。

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2月28日，邦林科技、盛久投资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方大集团股份4,950,351股。截至2020年2月28日，熊建明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邦林科技、 盛久投资分别持有方大集团1,889,657股、114,847,854股、104,

127,379股，合计持股数量为220,864,890股，占当时方大集团总股本1,123,384,189股的19.66%。

2020年5月20日，方大集团完成注销2019年度回购的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回购股

份注销后方大集团总股本由1,123,384,189股减少至1,088,278,951股（详见方大集团2020年5月

2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的公告》）。因方大集团总股本减少，上述股东合计持有

方大集团股份比例由19.66%被动增加为20.29%。

2020年6月30日，盛久投资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方大集团股份100股。至

此，熊建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邦林科技、盛久投资合计持有方大集团股份数量增加至220,

864,990股，持股比例为20.29%，较2019年11月21日持股比例19.22%，增加变动达1.07%，具体情

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邦林科技、盛久投资、熊建明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1902室、ROOM�1502,15/F.,101KING(S)�

ROAD,NORTH�POINT,HONGKONG、深圳市南山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6月30日

股票简称 方大集团、方大B 股票代码 000055、200055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 B�股等）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按总股本1,088,278,951股

计算）

A�股 536,200 0.05%

B�股 4,414,251 0.14%

合 计 4,950,451 0.4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邦林科技

合计持有股份 114,311,654 10.18% 114,847,854 10.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4,311,654 10.18% 114,847,854 10.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盛久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99,713,228 8.88% 104,127,479 9.5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9,713,228 8.88% 104,127,479 9.5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熊建明

合计持有股份 1,889,657 0.17% 1,889,657 0.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72,414 0.04% 472,414 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17,243 0.13% 1,417,243 0.13%

合计持有股份 215,914,539 19.22% 220,864,990 20.2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14,497,296 19.09% 219,447,747 20.1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17,243 0.13% 1,417,243 0.13%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

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盛久投资有限公司

熊建明

2020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