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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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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准油股份，股票代码：002207，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在 2020年 9月 15 日、16 日、17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公司进行舆情监测时发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股票价格上涨与“可燃冰板块表

现活跃”相关联，但截止目前公司尚未开展与可燃冰相关的任何业务。

3、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在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受疫情和油价下跌双重影响，

公司主要客户实施控本增效措施，第二季度公司业务经营正常开展后，实际业务工作量、结

算价格均受到一定影响，第二季度收入较去年同期亦有所下降。营业成本中，固定成本（包括

人工成本、折旧等）占比较大，无法与收入同比例下降；同时增加了疫情防控开支，导致公司

2020年上半年收入同比下降、亏损同比增加。 除此之外，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

发生重大变化。

4、根据前期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未来发展战略、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等信息：公

司的主营业务是石油技术服务及相关的配套服务，主要客户是中石油、中石化在新疆的四大

油田公司，市场区域及客户高度集中，如果目标市场的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将对公司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 进入 2020年，受疫情和原油价格低迷双重影响，公司主要客户采取了一系列控

本增效措施，主营业务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 为此，公司一直在积极寻求向科技型、高附

加值、 市场需求稳定并有市场发展前景的业务拓展， 寻找质地优良的同业企业进行深度合

作，实现主营业务的技术升级，提升竞争能力，同时寻找可支撑公司长期发展的优质项目，以

应对产业单一、客户集中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按照规定向控股股东湖州燕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实际控制人解直

锟先生发函询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回复：不存在与本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董事会未获悉本公司有其他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2020年 4月 27日、2020 年 8 月 27 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分别发布了 2019 年

年度报告、2020年半年度报告，对公司面临的相关风险进行了提示：公司存在产业单一、客户

集中、行业政策变化及油价波动、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等风险。

3、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

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的公告及刊载的信息披露文件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9月 18日

中加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 9月 18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加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加新兴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985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 9月 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中加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

加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中加新兴成长混合 A 中加新兴成长混合 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9855 009856

二、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文号

证监许可[2020]1287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20年 8月 31日至 2020年 9月 11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0年 09月 15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628

份额类别 中加新兴成长混合 A

中加新兴成长混

合 C

中加新兴成长混合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117,148,006.57 90,231,980.02 207,379,986.59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

位：元）

5,793.16 1,653.70 7,446.86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117,148,006.57 90,231,980.02 207,379,986.59

利息结转的份额 5,793.16 1,653.70 7,446.86

合计 117,153,799.73 90,233,633.72 207,387,433.45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0.00 0.00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0.00% 0.00%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499,663.60 200,101.95 699,765.55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0.43% 0.22% 0.34%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

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0年 9月 17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律师费、会计师费、

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

量区间为 0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10万份 ~50万份。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销售机构受理投资者认购申请并不代表申请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

登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

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bobbns.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26)查询交

易确认情况；

（2）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具体业务

办理时间在申购、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

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

间；

（3）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

者转换。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

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请、赎回或转换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的价格。

风险提示：

1、本基金初始募集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低于

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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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

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3、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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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8日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中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 )之基础份额一一新华环保份额（场内简称：新华环保，基金代码：164304）的基金份额净

值大于 1.500元时，本基金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截至 2020年 9月 17日， 新华环保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

折算条件，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新华环保份额近期的基金份额净值波动情

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新华环保 A 份额（场内简称：NCF 环保 A，基金代码：150190）为低预期风险且预期

收益相对稳定的基金份额，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原新华环保 A�份额持有人将持有新华环

保 A�份额和新华环保份额，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

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

将会增加。

（二）新华环保 B 份额（场内简称：NCF 环保 B，基金代码：150191）为高预期风险且预期

收益相对较高的基金份额，原新华环保 B�份额持有人将同时持有较高风险收益特征新华环保

B�份额与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新华环保份额，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且折算后其杠杆倍

数将大幅提升，由目前的杠杆恢复到初始的 2�倍杠杆水平。

（三）由于新华环保 A 份额和新华环保 B 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

份额折算后，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根据基金合同规定，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阈值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的新华环

保份额净值与折算阀值 1.500元可能有一定差异。

（五）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新华环保 A 份额与新华环保 B 份额的上市交易

和新华环保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

投资者予以关注。

（六）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9年 2月 27日发布了《关于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2019年 5月 15日发布了《关

于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场外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并暂停跨系统转托管（场外转场内）业务的公告》；2020年 3月 23日发布了《关于新华中证

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场内申购业务的公告》。 相关限制如有调整，以本基金管

理人届时最新公告为准。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

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本基金将在 2020 年底前

完成规范整改，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以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ncfund.com.

cn）查询或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9-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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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

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

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本基金管理人充分重视

投资者教育工作，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

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享

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8日

融通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购费率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答谢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向广大投资者提供

更好的服务，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融通基金” ）经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中国银行”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20 年 9 月 18 日起融通基金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

加中国银行的最新申购费率和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的基金名称及代码：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融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42（A类）

融通通启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437（A类）

融通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15

融通新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05

融通通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12（A类）

融通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55

融通通乾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89

融通沪港深智慧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279

融通通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650

融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25（A类）

融通中国概念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5243

融通红利机会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18（A类）

融通新能源汽车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68（A类）

融通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084

融通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261

融通量化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527（A类）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161601（前端）

融通巨潮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07（A类)

融通内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11（前端）

融通四季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14（A类）

融通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1612（A类）

融通岁岁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618（A类）

融通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31（A类）

注：融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融通通启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融通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融通岁岁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未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二、优惠活动内容：

自 2020 年 9 月 18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前端申购

费率享受最低至 1折优惠，各基金具体折扣费率以中国银行活动公告为准。 若申购费率是固

定费用的，则按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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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定额申

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

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关于本次优惠活动结束时间，经本公司与中

国银行协商一致后，将另行公告。 相关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中国银行的页面公示为准。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查询相关详情：

1、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3-8088（免长途话费）、0755-26948088；

公司网站：www.rtfund.com。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66；

公司网站：www.boc.cn。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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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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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

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 www.suaee.com

股权 /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32020SH1000198-2】

上海通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股权

总资产：219.89万元；净资产：143.49万元；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业务服

务；出境旅游业务：工艺美术品（除金银饰品）、百货、五金交电、矿产品、针纺织品、汽配、建材、装潢材

料、金属材料零兼批代购代销；国内航空客运机票、国内火车票、船票代售。

项目联系人：高文骏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54

25.829440 2020-10-20

【G32020SH1000030-2】

杭州中油海华石油有限公司

55%股权

总资产：7,490.06万元；净资产：6,241.51万元；注册资本：2,782.00万元；经营范围：成品油的仓储经营

(上述经营范围应在许可证有效的营业期限内经营);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

零售;仓储服务(除成品油以外其他危险化学品)。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8612445820

3,776.110000 2020-10-20

【Z319SH10G0210-2】

安徽省天马泵阀集团有限公司

受托不良资产债权

债务人名称：安徽省天马泵阀集团有限公司，本金合计 12900000元，利息（含复利）合计 3260661.78

元，费用 4360元，本金及利息计算至 2019年 10月 31日。 担保方式：保证、抵押。

项目联系人：王炜 联系方式：021-62657272

-- 2020-09-27

【Q32020SH1000025】

上海康博飞达服装有限公司

45%股权

总资产：30,839.21万元；净资产：24,403.42万元；注册资本：7,000.00万元；经营范围：服装、鞋帽、床上用

品、羽绒制品、服装面料、辅料、皮毛制品生产、加工、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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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房逸宁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33

10,981.541000 2020-10-15

【G32020SH1000184-2】

贵州工信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16%股权

总资产：326.34万元；净资产：212.33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

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矿山、非煤矿山、

税费征收、超限运输治理、道路交通、危化、烟花爆竹、环保监测等方面的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软件硬

件集成、销售、维修、服务及相关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

项目联系人：孟凯 联系方式：010-51918740/15010059298

30.575520 2020-10-12

【G32020SH1000246】

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1%

股权

总资产：41,354.41万元；净资产：-90,123.22万元；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经营范围：太阳能及其他新

能源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安装及维修（除光控），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除专控）、建筑智能化工

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工程类项目凭许可资质经营），新能源发电设计，合同能源

管理，太阳能及其他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太阳能科技的有关安全

卫生、环保技术研究，太阳能技术标准的制定与审核及改造项目的专业鉴定（凭资质许可经营），太阳

能电池单片、组件及电池衍生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和安装，太阳能生产原料的生产、加工、销售，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

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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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房逸宁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33

0.000100 2020-10-12

【G32020SH1000244】

上海倍谙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9.215%股权

总资产：6,381.45万元；净资产：5,770.85万元；注册资本：2,198.28万元；经营范围：从事生物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实验室设备、仪表仪器、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非临床诊断用生物试剂的研发、销售，医疗器械的研发、

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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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1

7,000.000000 2020-10-12

【G32020SH1000243】

广东湛江港龙腾船务有限公司

19%股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10,785.71万元；注册资本：9,000.00万元；经营范围：港口经营业务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1

2,049.284900 2020-10-10

【G32020SH1000204】

武汉华信联创技术工程有限公

司 80%股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439.58万元；注册资本：300.00万元；经营范围：气象网络系统开发、维护及技

术咨询；气象信息咨询；地理信息平台研发及应用；气象观测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安装及销

售；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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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孟凯 联系方式：010-51918740、15010059298

351.664000 2020-10-10

【G32020SH1000190】

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

限公司 80.831%股权

总资产：1,904,738.72万元；净资产：680,553.76万元；注册资本：1,750,000.00万元；经营范围：研发、生产

和出售 TFT-LCD面板、彩色滤光片和液晶整机模组；提供与产品和业务有关的服务，以及其他与上述

有关的经营活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559,122.140000 2020-10-16

【G32020SH1000196-2】

招商局铝业（重庆）有限公司

45.76%股权

总资产：28,748.49万元；净资产：14,441.84万元；注册资本：5,000.00万元；经营范围：铝合金锭、板、带、

箔材、铝制品的生产及销售；海洋工程材料、节能门窗、组合活动房屋的研发、生产、销售；金属制品、木

制品、泡沫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船舶舾装；建筑装修工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项目联系人：汪晓丽 联系方式：020-83627452/13509955970

5,948.100000 2020-10-10

【Q32020SH1000006-3】

上海不夜城股份有限公司 15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0.2597%）

总资产及净资产：未提供；注册资本：5,775.90万元；经营范围：商业网点开发，商业开发，实业投资，百

货，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纺织原料，机电产品，建筑装璜材料，木材，水泥，从事

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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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盛允笑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83/18321263616

97.564500 2020-10-09

【G32020SH1000240】

上海金岚投资有限公司 50%股

权

总资产：50,388.45万元；净资产：50,387.45万元；注册资本：3,000.00万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

理，停车场（库）经营，商务咨询（不得从事经纪），广告设计、制作，会务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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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1

25,200.000000 2020-09-30

【G32020SH1000234】

武汉宝悍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46.79%股权

总资产：4,228.77万元；净资产：865.30万元；注册资本：545.00万元；经营范围：焊接设备的设计、制造、

维修、改造及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焊接产品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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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张睿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79

404.880000 2020-09-29

【G32020SH1000235】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5.2061万股股份（占总股本

的 0.2276%）

总资产：9,029.05万元；净资产：9,029.05万元；注册资本：402,168.86万元；经营范围：投资设立保险企

业；监督管理控股投资企业的各种国内国际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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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9,029.050000 2020-09-29

【G32020SH1000238】

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

司 20%股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86,523.82万元；注册资本：8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

询、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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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17,771.430000 2020-09-29

物权 /资产 /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R2020SH1001120/22/23】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

上海市康定路 1299弄 14号 3处住宅，规划用途：住宅，建筑面积等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详见网站 2020-09-30

【GR2020SH1001121】 上海市康定路 1287号底层商业店铺，规划用途：店铺，建筑面积：252.96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1,547.558700 2020-10-21

【GR2020SH1001115】

成都西电蜀能电器有限责任公

司部分资产

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盖构（建）筑物，规划用途：工业，新老厂区，共计 4宗工业出让土地及过百项构筑

物及辅助设备，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13,161.000000 2020-10-20

【GR2020SH1001116】-

【GR2020SH1001119】

油处理系统、工频发电机组、横剪线、横剪线设备及硅钢片铁芯横剪线等，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详见网站 2020-09-29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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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 689号 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上海医药大健康云商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医药大健康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33,337.500000万元

所属行业：零售业

职工人数：385

经营范围：一类、二类医疗器械、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清洁用品、化妆品的销售，食品流

通，仓储，计算机软件、硬件及辅助设备的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医疗设备、机械设备领域内的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研发、技术转让，财务咨询，投资管理，自有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网

页设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摄影摄像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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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67.4979%；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11.3621%；上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2499%； 北京和谐成长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4.5467%； 上海悦璞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5467%；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467%；杭州镜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8%；上海珩予投

资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0.87%；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出资比例为 65.945%，新增投资人合计为 34.055%

拟新增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8,856.25万元，溢价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拟增资价格：1.5元 /每一元注册资本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拟新增投资人 3-6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增资投资方出资的货币资金，将用于公司发展所需的资产收购、业务扩展及资

金流补充。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投前估值 20 亿元人民币，并经增

资人确认为最终投资人。

增资终结条件: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征集到意向投资人的总认购增发股份未达到 68,856.25万股； 2、未

征集到 3家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3、当公司决定不再延期挂牌； 4、当公司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出资比例为 65.945%，新增投资人合计为 34.05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医药及上药控股将继续支持公司发展，具体为：（1）支持上药云健康作为

上海医药在中国国内唯一的 DTP业务经营平台及整合发展平台，并逐步解决上药云健康与上海医药之

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2）支持上药云健康作为上海医药唯一的药品贸易和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将仅通

过上药云健康进行上海医药处方药电子商务有关的业务。 （3）支持上药云健康在新药临床试验供应链

与服务等业务的全面发展，适时分阶段将上药体系内的其他同类业务整合及注入上药云健康。 （4）支

持上药云健康成为上海医药体系内的“互联网 +” 云药房业务服务提供商，并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分享

处方信息等相关资源。 （5）支持上海医药体系内院边药房统一使用上药云健康的“益药” 系列品牌以

及相关会员药事服务，并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分享院边药房业务的处方信息等相关资源。 （6）本轮增

资完成后， 上海医药及其子公司支持上药云健康并购和重组有利于上药云健康业务发展的上药体系内

部资源。 上海医药对上药云健康的药品贸易及服务电子商务业务所需的零售资源给予全面支持，协助上

药云健康取得与其业务经营相关的证照及资质证书。

2、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将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上海医药（或 / 及）上药控股提名董事为

3名；股比 10%以上（含 10%）的新进投资人原则上可提名 1 名董事。 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并授予其

行使董事会的相关职权，专门委员会成员由董事组成，专门委员会对相关事项做出的决定无需再提交董

事会审议。

项目联系人：方泽夏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29、1592127551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1-16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航空运输业

职工人数：6195

经营范围：主营项目类别：航空运输业 一般经营项目：国际货运代理；航空货运代理服务；航空运输货物打

包服务；装卸搬运；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货物检验代理服务；货物报关代理服务；联合运输代理服务；打包、装卸、

运输全套服务代理；物流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

储）；停车场经营；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行李包裹寄存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软件零售；软件开发；软件服务；软件测试服务；软件技术推广服务；货

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物业管理； 许可经营项目：货运站服务；航空货物运输；道路普通货运（无车承

运）；出租车客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普通货物运输（搬家运输服务）；道路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

保鲜）；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罐式）；第三方药品现代物流业务（接受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委

托储存配送药品，特殊管理的药品除外）；内贸液货危险品运输；危险化学品运输。

股权结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面议

拟新增注册资本：面议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 15个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资本结构优化，增资人持续经营发展。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本次增资公开挂牌期间，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或各意向投资人均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或经过竞争性谈判后未能确定最终投资人；或所有最终投资人未能与增资人及增资人原股东就增资协议的条款

达成一致；或未取得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同意；或国资委、民航局等上级主管部门不同意。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在增资完成后，原股东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 50.5%；新增股东（含员工持股）持股比

例不超过 49.5%。

具体股权比例以最终经南航集团审批的竞争性谈判结果为准。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6月 30 日， 关于增资人自评估基准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期间实现的利

润，在计提法定盈余公积后，将可分配部分全部向原股东进行分红；按照未经审计的公司财务报表，上述计提法

定盈余公积金额为 0.45亿元。 针对上述分红事项，增资人将聘请审计机构对期间损益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依

据审计结果确定最终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额及向原股东分配金额。意向投资人在进行投前估值时应对增资人评

估基准日企业价值、上述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额、2020年 9月 1日至本项目交割日（以增资协议中约定为准）的

盈利、子公司评估基准日至本项目交割日的归母利润进行汇总考虑并报价。

2、 本项目披露的 2019年度审计数据为增资人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年度模拟合并财务报

表。

项目联系人：陈嘉伟

联系方式：020-88520965、1868889346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1-10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34,986.299240万元

所属行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职工人数：754

经营范围：汽车维修叁级（贰级维护），对外派遣实施境外送变电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所需的

劳务人员，货运（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业务：承包境外

送变电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送变电工程施工（一级），送变

电工程设计及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电力工程、输变电工程、机电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地基工程的

设计、施工，建筑劳务服务，工程监理，机械设备租赁，各种类型的钢结构，网架工程的制作与安装。 送变

电技术咨询，铁塔构件制作，送变电器材，金属材料，五金交化，汽车配件，建筑材料，经营进出口业务，汽

车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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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 30%

拟新增注册资本：面议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 4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补充营运资金，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公司进一步发展。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满足本次募集资金和持股比例的要求，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

评估结果。

增资终结条件:

（1）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

（2）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3）增资人提出项目终止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不低于 70%，新增股东的持股比例不超过 3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19年 12月 31日， 关于增资人自评估基准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期间实现

的损益归属于原股东享有或承担。 针对上述损益， 增资人将聘请审计机构对期间损益情况进行专项审

计，并依据审计结果确定最终损益金额。 2020年 9月 1日至增资协议交割日（以增资协议中约定为准）

的损益由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或承担。 意向投资人在进行投前估值时应对增资人评估基准日企业价值、

2020年 9月 1日至本项目交割日的损益进行汇总考虑并报价。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010-51915336、13691580217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1-12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汕头市濠江区海电八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汕头市濠江区海电八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发电与销售；电力成套设备、产品的销售；新能源的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

备的销售、租赁；机电设备销售及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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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对应持股比例 80%

拟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来的资金将用于汕头中澎三海上风电场项目前期开发工作，包括场址勘察、环境评价调查等。海电八期

希望投资方通过参股合资，支持汕头中澎三海上风电场项目发展。 投资方应明确选用上海电气生产的设备。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1.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增资人提出项目终止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0%，新进股东持股比例为 8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增资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2、本次增资拟征集投资方数量：1个。

3、本次增资底价以经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计算。 4、增资人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故无法提供

2018年、2017年审计报告。

5、增资后海电八期的第一届董事会计划由 5人组成，其中原股东委派人 1人，投资方委派人 4 人。。 董事会

实行一人一票，并按《公司法》规定行使职权。 6、本次增资后，增资方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设立股东会，双方股

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对于海电八期公司章程修改、汕头中澎三海上风电场项目主机设备合同采购事

项，需取得全体股东同意。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1-06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增资项目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