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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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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新集团” ）第五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0� 年6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监事6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6名。本次会议由公司

监事会主席李铭卫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新集团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李铭卫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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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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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路15号中新大厦3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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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81,57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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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5.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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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赵志松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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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董事赵志松、唐筱卫现场出席会

议，独立董事刘纪鹏、陈美凤、杨海坤以通讯方式出席，董事黄南、黄维义、林福山因公未能出

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5人，因受新冠疫情影响，监事宣蓉现场出席会议，监事李铭

卫、郑维强、王星、张致蕙以通讯方式出席，监事冯所刚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中新集团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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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赵志松

1,281,570,903 99.9993

是

1.02

黄南

1,281,570,901 99.9993

是

1.03

林福山

1,281,570,901 99.9993

是

1.04

尹健

1,281,570,902 99.9993

是

1.05

唐筱卫

1,281,570,901 99.9993

是

1.06

周衡翔

1,281,570,902 99.9993

是

2、 关于选举中新集团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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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陈美凤

1,281,570,901 99.9993

是

2.02

贝政新

1,281,570,902 99.9993

是

2.03

刘勇

1,281,570,901 99.9993

是

3、 关于选举中新集团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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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李铭卫

1,281,570,902 99.9993

是

3.02

郑维强

1,281,570,902 99.9993

是

3.03

王星

1,281,570,901 99.9993

是

3.04

郭仁泉

1,281,570,901 99.999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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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0

关于选举中新集团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01

赵志松

67,470,903 99.9875

1.02

黄南

67,470,901 99.9875

1.03

林福山

67,470,901 99.9875

1.04

尹健

67,470,902 99.9875

1.05

唐筱卫

67,470,901 99.9875

1.06

周衡翔

67,470,902 99.9875

2.00

关于选举中新集团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2.01

陈美凤

67,470,901 99.9875

2.02

贝政新

67,470,902 99.9875

2.03

刘勇

67,470,901 99.9875

3.00

关于选举中新集团第五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3.01

李铭卫

67,470,902 99.9875

3.02

郑维强

67,470,902 99.9875

3.03

王星

67,470,901 99.9875

3.04

郭仁泉

67,470,901 99.98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永强、李梦源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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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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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

会任期于2020年6月30日届满，为保证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

司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选举张致蕙、宣蓉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与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1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致蕙，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曾荣获苏州工业园

区2001年度、2003年度、2008年度、2009年度、2016年度优秀工作者、2014年度园区标兵。1996年

3月至今，历任本公司合约部执行员、高级执行员、工程部合约稽查处副处长、处长、规划建设

部副总经理、总经理，银川苏银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等职。2019年至今，任本公司职

工代表监事。

宣蓉，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1月出生，东南大学工学学士，南京大学

EMBA。1998年4月至今，历任本公司招商部执行员、高级执行员、资深执行员、副处长、处长、副

总经理、企业发展部副总经理、总经理、资产运营部总经理等职。2020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职

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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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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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中新集

团”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0�年6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志松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新集团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赵志松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黄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新集团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的议案》

选举赵志松、黄南、林福山、尹健、周衡翔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赵志松为主任委员；选

举刘勇、黄南、贝政新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刘勇为主任委员；选举陈美凤、唐筱卫、

刘勇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陈美凤为主任委员；选举贝政新、赵志松、陈美凤为提名委员会

委员，其中贝政新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新集团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赵志松为公司总裁，尹健、詹宇、洪健德、田雪鸰、马晓冬为公司副总裁，唐筱卫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龚菊平为公司财务总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中新集团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赵志松，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8月出生，西安交通大学高级工商管理

硕士，高级经济师。赵志松先生拥有深厚的园区开发运营背景，曾任苏州圆融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裁，苏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董事长、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

尹健，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2月出生，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大学

学历。尹健女士从事苏州工业园区招商工作逾十年，拥有丰富的招商和管理经验。2002年4月

至2014年8月，历任苏州工业园区招商局招商一处副处长、招商一处处长、欧美一处处长、副局

长；2014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2020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詹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1996年11月至2001

年4月任职于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2001年4月至2013年12月，历任中新苏州工业园

置地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新智地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工程材料部副经理、副总裁兼工

程材料部经理、常务副总裁；2014年1月至2016年4月，任本公司总裁助理；2016年4月至今，任本

公司副总裁。

洪健德，男，新加坡国籍，1970年出生，本科生学历。历任新加坡HRC私人有限公司驻上海

和广州餐厅财务总监、 新加坡HRC私人有限公司总部区域财务经理、HPL-HINES开发有限

公司上海房产项目首席财政官。2008年2月至2020年2月， 任本公司总会计师；2020年3月至今，

任本公司副总裁。

田雪鸰，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12月出生，西安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田雪鸰女士从事苏州工业园区招商工作近二十年，拥有丰富的招商和管理经验。2001年

1月至2013年7月，历任集团招商部高级执行员、副处长、处长、副总经理、南通分公司总经理、

招商部总经理；2013年7月至2020年5月， 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兼招商部总经理；2020年5月至今，

任本公司副总裁。

马晓冬，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10月出生，西安交通大学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马晓冬女士拥有深厚的投融资管理及园区开发运营背景，历任苏

州工业园区地产经营管理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兼投资部总经理、中新智地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

司（原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置地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2017年9月至2020年6月，任中新智地苏州

工业园区有限公司（原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置地有限公司）总裁；2020年6月至今，任中新智地

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唐筱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12月出生，同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

级会计师。1994年11月至2001年3月，历任本公司财务部执行员、副处长、处长等职；2001年4月

至2008年6月，任本公司子公司中新智地财务总监；2008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2014

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龚菊平，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5月出生。苏州大学本科毕业，研究生学

历，高级会计师。2001年5月至2006年7月，任本公司子公司中新智地财务部副总经理；2006年8

月至2009年7月，任苏州科技文化艺术中心财务总监；2009年8月至2010年9月，任本公司子公司

中新苏通财务总监；2010年10月至2011年4月，任苏州纳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1年

5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

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一致，决定本公司旗下场外前

端收费模式下的部分基金自2020年7月1日起参加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

费率的优惠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在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办理下述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稳健混合；基金代码：255010）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基金代码：257010）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基金代码：

253010）

国联安德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精选混合；基金代码：257020）

国联安德盛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优势混合；基金代码：257030）

国联安德盛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红利混合；基金代码：257040）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利债券；基金代码：A类253020）

国联安主题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主题驱动混合； 基金代码：

257050）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 基金代码：

253030）

国联安双禧中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双禧中证100指数分级；基

金代码：162509）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

上证商品ETF联接；基金代码：257060）

国联安优选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优选行业混合； 基金代码：

257070）

国联安信心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信心增长债券；基金代码：A类

253060）

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简称：国联安双力中小板（LOF）；基

金代码：162510）

国联安安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安泰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

码：000058）

国联安中证医药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医药100指数； 基金代码：

000059）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新精选混合；基金代码：

000417）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通盈混合；基金代码：A类

000664；C类：002485）

国联安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

码：001007）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

码：001157）

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

码：A类001359、C类001654）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 基金代码：

001956）

国联安安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安稳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

码：002367）

国联安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行业领先混合； 基金代码：

006568）

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

称：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ETF联接；基金代码：A类007300、C类007301）

国联安增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鑫纯债债券；基金代码：A类

006152、C类006153）

国联安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新科技混合；基金代码：007305）

投资者可在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办理下述基金的申购业务：

国联安双佳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简称：国联安双佳信用债券（LOF）；

基金代码：162511）

二、优惠活动方案

1、业务开通时间

费率优惠活动时间为2020年7月1日00:00至2020年12月31日24:00期间的全部法定基金交易

日。

2、优惠活动方案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办理上述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收费模式）申购业务的，享

受基金申购手续费率1折优惠；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签约定期定额投资，并在活动期

间成功扣款的定期定额交易，享受定期定额投资1折费率优惠。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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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bankcomm.com

2、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38784766，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

网站：www.cpicfunds.com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业务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2、本公告涉及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凡涉及相关基金在交通

银行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其他未明事项，敬请遵循交通银行的具体规定；

3、本公告仅就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前端模式）参与交通银行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有关

事项予以公告，不包括：

（1）后端收费模式下基金的申购费率；

（2）场内基金的申购费率；

（3）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今后若增加交通银行为本公司旗下其他开放式基

金的销售机构，上述基金同样适用于此费率优惠活动，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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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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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华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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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 经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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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自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参加交通银行手机银行申购

费率（含定期定额投资）优惠的活动。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630001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 630002

华商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630003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4 630005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630006

华商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630007

华商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7 630008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630009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9 630010

华商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166301

华商新趋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630011

华商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630015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630016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 000279

华商红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0390

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0463

华商双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7 000541

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8 000609

华商新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00654

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0800

华商未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000937

华商稳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2 001106

华商健康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01143

华商量化进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001448

华商双翼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001457

华商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001449

华商双驱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001751

华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8 001723

华商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001822

华商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001959

华商乐享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 001933

华商新兴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00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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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003403

华商瑞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4 003598

华商润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5 004189

华商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004206

华商元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004423

华商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 004895

华商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005273

华商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40 005161

华商上游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002289

华商改革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2 007685

华商电子行业量化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3 007853

华商计算机行业量化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4 008009

华商高端装备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008488

华商恒益稳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活动内容

1、费率优惠内容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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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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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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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其规定的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各基金费率请详见

其法律文件及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费率优惠期限

费率优惠起始时间为：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三、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1、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交通银行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交通银行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

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

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2、投资者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请遵循交通

银行的有关规定。

四、重要提示

1、未领取基金1折权益的客户在手机银行暂不享受本次费率优惠。

2、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基金手续

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手续费等其他业务的基

金手续费。

3、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交通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4、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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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9

公司网址：www.bankcomm.com

2、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8880；010-58573300

� � � �公司网址：www.hsfund.com

六、风险提示

投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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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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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投资各基金前，请务必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在控

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投资收益。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高股息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下列销售机构签署的销售协

议，本公司决定增加下列销售机构为南方高股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南方高

股息股票A,基金代码:008736;基金简称:南方高股息股票C,基金代码:008737）的销售机构。

从2020年07月01日起，投资人可前往下列销售机构办理该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具

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下列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或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细情况：

编号 销售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66

网址：

www.boc.cn

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30-8003

网址：

www.cgbchina.com.cn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68

网址：

www.cmbc.com.cn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28

网址：

www.spdb.com.cn

5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11-3

网址：

bank.pingan.com

6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395

网址：

www.hfbank.com.cn

7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6088

网址：

www.cnht.com.cn

投资人也可通过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

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

受能力相适应。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07月01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盛京银行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

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盛

京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盛京银行将自2020年7月1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0563

南方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 000564

南方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3 002656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4 004343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5 004446

南方荣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不开通 不开通

6 004447

南方荣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不开通 不开通

7 006517

南方吉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8 006518

南方吉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9 006585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0 202101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从2020年7月1日起，投资人可通过盛京银行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

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盛京银行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

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

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盛京银行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目前，盛京银行可办理上述适

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盛京银行的相关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

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

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

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部

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盛京银行客服电话：95337

盛京银行网址：http://www.shengjingbank.com.cn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

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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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高股息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A类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下列销售机构签署的销售协

议，本公司决定增加下列销售机构为南方高股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简称:南方

高股息股票A,基金代码:008736）的销售机构。

从2020年07月01日起，投资人可前往下列销售机构办理该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具

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下列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或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细情况：

编号 销售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58-8888

网址：

www.xmbankonline.com

投资人也可通过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

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

受能力相适应。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0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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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王安祥承诺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自查中发现公司持股51%的控股子

公司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润天源” ）存在违规对外担保、违

规财务资助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上述行为均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控股子公

司弘润天源法定代表人王安祥个人违规操作所致，王安祥就前述事项向公司作出承诺，现就

相关事项及承诺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事项及进展情况

1.违规对外担保事项及进展情况

公司在2020年5月20日、5月21日自查中发现：1、 公司控股子公司弘润天源的全资子公司

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弘天” ）存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大支行的2.96亿元银行存款定期存单（存款期限12个月，自2019年10月28日至2020年10月

28日）已于2019年10月28日、10月29日质押给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江支行，为阜新久宝

能源有限公司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江支行的《银行承兑协议》约定的阜新久宝能源

有限公司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2、 海南弘天存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营业部的

1.7亿元银行存款的定期存单（存款期限6个月，自2020年1月8日至2020年7月8日）已于2020

年1月8日质押给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为阜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订的《承兑合同》约定的阜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提供质押担

保。

王安祥违反规定程序，未经过公司同意，擅自将海南弘天银行存款定期存单对外质押，

构成违规对外担保，涉及担保金额4.66亿元。

王安祥先后于2020年6月1日及2020年6月22日向公司出具《承诺函》， 并与公司签订了

《协议书》，王安祥承诺在2020年6月30日前解除海南弘天为阜新久宝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上

述2.96亿元银行存款定期存单的质押或在2020年6月30日前以2.96亿元现金支付给海南弘天

置换已质押的银行存款定期存单； 在2020年6月30日前解除海南弘天为阜港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的1.7亿元银行存款定期存单的质押或在2020年6月30日前以1.7亿元现金支付给海南

弘天置换已质押的银行存款定期存单； 如王安祥未能按期解除2.96亿元和1.7亿元的存单质

押，因此给海南弘天、公司及公司股东造成损失的，王安祥承担全部责任，并且王安祥同意在

2020年10月31日前用现金偿还海南弘天2.96亿元和1.7亿元，并自2020年7月1日起至付清上述

全部款项之日止按实际欠款金额及年利率10%向海南弘天支付利息。

期间公司虽反复督促，但截止2020年6月30日承诺期满，王安祥依然未能如期兑现上述承

诺。

由此，导致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

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8）。

2.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进展情况

（1）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 弘润天源向王安祥实际控制的北京安杰玛商贸有限公司

支付未实际发生采购业务的预付款项，涉及金额3,280.40万元，上述行为对弘润天源构成关联

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王安祥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书面承诺：若在2020年7月30日前仍未发生采购精油业务或

发生的采购精油业务金额少于3,280.40万元， 则由其本人负责督促北京安杰玛商贸有限公司

退还上述资金(按扣除采购精油业务金额后的余额计算，下同)，并按年化10%支付利息费用；

若北京安杰玛商贸有限公司未能按期退还上述资金， 则由其本人在2020年7月30日前退还上

述资金，并按年化10%支付利息费用。

截止2020年6月30日上述承诺期未届满， 公司将继续督促王安祥及其控制的北京安杰玛

商贸有限公司在承诺期内归还弘润天源上述预付款。

（2）2019年4月，弘润天源向浙江迪秀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秀贸易” ）支付往来

款4,200万元， 后经公司核实， 该笔款项实际上是弘润天源代王安祥实际控制的公司偿还借

款，上述行为对弘润天源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王安祥于2020年5月21日出具《承诺函》：若迪秀贸易在2020年6月30日前未能向公司归

还前述全部款项， 则由其在2020年6月30日前负责向弘润天源清偿前述全部款项， 并按年化

10%支付利息。

期间公司虽反复督促，但截止2020年6月30日承诺期满，王安祥依然未能如期兑现上述承

诺。

3.�违规财务资助及进展情况

2019年7月，弘润天源向西安乾亿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乾亿元” ）支付

往来款4,000万元，并于2019年12月收回该笔款项。弘润天源与西安乾亿元没有业务往来，虽

然该笔款项已于2019年12月31日归还，但在该笔款项未收回前，占用了弘润天源的资金，且涉

及金额较大，公司将其认定为违规财务资助。

为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王安祥承诺由其本人在2020年6月30日前按年化10%向弘润天

源支付上述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截止2020年6月30日承诺期满，王安祥依然未能如期兑现上述承诺。

二、未按期履行承诺的原因

根据王安祥向公司出具的《关于承诺未能如期兑现的情况说明》，上述承诺截止2020年6

月30日未能如期兑现，主要原因是今年6月13日北京市疫情发生变化，北京市6月16日宣布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提升至二级，北京疫情防控措施全面升级，受疫情影

响，王安祥与第三方的业务合作及债务清偿进展延缓，双方人员往来受阻，只能进行远程的

沟通交流，工作效率下降。为此，双方克服困难，继续推进业务合作及债务清偿工作，依据目

前的进展情况，其计划于2020年7月31日前兑现上述《承诺函》。

由于未能如期在2020年6月30日前兑现上述《承诺函》，王安祥特向公司及公司广大投资

者致歉。

公司将继续督促王安祥尽快履行相关承诺，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及要求，对后续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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