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或“本 公司” ）决定以通

讯方式召开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长盛中证申万

一带一路份额场内简称：一带一路，代码：502013；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场

内简称：一带一A，代码：502014；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B份额场内简称：一带一

B，代码：502015）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20年9月

28日起至2020年10月28日17:00止。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的，基金管理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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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

额与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为长盛中证申万一

带一路份额。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

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二、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份额、长盛中证申万一带一路A份额与长盛中证

申万一带一路B份额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日（2020年10月29日）开市起

停牌，并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开市复牌。如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为非交易日，则下一交易日开市恢复交易。敬请基金份额持

有人关注本基金停牌期间的流动性风险。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者

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666（免长途话费）或

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s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分级

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或“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

4只分级基金正在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投票表决起止时间 权益登记日 计票日

国泰国证有色金属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础份额简称：国泰有色（

160221

）

分级份额简称：有色

A

（

150196

）、有色

B

（

150197

）

自

2020

年

9

月

21

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

17:00

止

2020

年

9

月

21

日

2020

年

10

月

23

日

国泰国证食品饮料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础份额简称：国泰食品（

160222

）

分级份额简称：食品

A

（

150198

）、食品

B

（

150199

）

自

2020

年

9

月

23

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26

日

17:00

止

2020

年

9

月

23

日

2020

年

10

月

27

日

国泰国证房地产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础份额简称：国泰地产（

160218

）

分级份额简称：房地产

A

（

150117

）、房地产

B

（

150118

）

自

2020

年

9

月

28

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28

日

17:00

止

2020

年

9

月

28

日

2020

年

10

月

29

日

国泰深证

TMT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础份额简称：国泰

TMT50

（

160224

）

分级份额简称：

TMTA

（

150215

）、

TMTB

（

150216

）

自

2020

年

9

月

28

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28

日

17:00

止

2020

年

10

月

27

日

2020

年

10

月

29

日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一、如上述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的，基金管理

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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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上述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各基金分级A份额

与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净值折算为基础份额。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

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

计划。

二、上述各分级基金A份额、B份额将于各自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之日开

市起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10:30止停牌。 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

关注本基金停牌期间的流动性风险。

三、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查阅，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 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

021-31089000咨询。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创金合信国企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0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创金合信国企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创金合信国企活力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411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

年

01

月

2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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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管理办法》、《创金

合信国企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创金合信国企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

年

10

月

09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27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2,760,449.9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10

份基金份额）

0.2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0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

年

10

月

21

日

除息日

-

（场内）

2020

年

10

月

21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

年

10

月

23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20

年

10

月

21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

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20

年

10

月

23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

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

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

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

时间结束前（即2020年10月20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

权益登记日前一个工作日超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的申请对本次收

益分配无效。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

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cjhxfund.com或拨打客服热线

400-868-0666咨询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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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

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0885� � �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2019-106

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合体为郑州市上街区生活垃圾

分拣中心建设运营及生活垃圾分类

服务项目一标段建设工程中标候选人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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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市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发布的 《郑州市上街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建设运营及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

一标段建设工程中标候选人公示》， 由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与城发新环卫有限公司、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中国市政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河南卓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组成

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项目一标段总投资8956.62万元（其中：分拣

中心建设工程费用6871.74万元，分拣中心运营服务费2084.88万元），项目投标总

报价为8670.05万元。该项目的招标人为郑州市上街区城市管理局，招标代理机构

为河南省至诚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近日，公司参与了郑州市上街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建设运营及生活垃圾分类服

务项目一标段的投标。2020年10月14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郑州市）

郑州市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zzsggzy.com/）公示了上述项目的中标

候选人情况（http://www.zzsggzy.com:9017/jyxx/001001/001001003/20201014/b11

3437b-f332-4e24-98fd-50604fea92af.html）， 确认由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与

城发新环卫有限公司、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市政东北设计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 河南卓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第一中标候选

人。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招标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郑州市上街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建设运营及生活垃圾分类

服务项目一标段。

（二）招标编号：郑上财-公开-[2020]-24。

（三）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0年9月11日。

（四）开标日期：2020年10月13日。

（五）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六）建设规模：

一标段：郑州市上街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位于昆仑路西侧，黑马实业公司北

侧，占地约39亩。本标段为上街区生活分拣中心工程建设及运营服务，主要包括分

拣中心的设计、施工、设备采购安装及调试、分拣中心的运营服务。工期180日历

天。运营期限为3年。

（七）项目投资：项目一标段总投资8956.62万元。

二、中标公示的主要内容

郑州市上街区城市管理局于2020年9月11日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

政府采购网》、《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河南省. 郑州

市）郑州市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以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同时发布了

《郑州市上街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建设运营及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项目编

号：郑上财-公开-[2020]-24），招标人为郑州市上街区城市管理局，招标代理机

构为河南省至诚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2020年10月14日，发布了《郑州市上街

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建设运营及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一标段建设工程中标候

选人公示》，根据公示内容，由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与城发新环卫有限公司、

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市政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河南卓越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

具体内容请详见：

http : //www. zzsggzy . com : 9017/jyxx/001001/001001003/20201014/b113437b

-f332-4e24-98fd-50604fea92af.html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项目招标文件，郑州市上街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建设运营及生活垃圾分

类服务项目一标段总投资8956.62万元。联合体投标报价为8670.05万元。如本项目

取得中标通知书、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由于本项目目前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公司将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及时披露

项目中标的有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0885� � �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2019-107

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合体为郑州市上街区生活垃圾

分拣中心建设运营及生活垃圾分类

服务项目二标段建设工程中标候选人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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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市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发布的 《郑州市上街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建设运营及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

二标段建设工程中标候选人公示》，由城发新环卫有限公司（牵头人）作为联合

体牵头单位与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二标段

第一中标候选人，项目二标段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服务费（包含垃圾收集和运

输）1025.86万元，项目投标总报价为1000.2096万元。该项目的招标人为郑州市上

街区城市管理局，招标代理机构为河南省至诚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近日，城发新环卫有限公司参与了郑州市上街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建设运营

及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二标段的投标。2020年10月14日，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市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zzsggzy.com/）

公 示 了 上 述 项 目 的 中 标 候 选 人 情 况 （http://www.zzsggzy.com:

9017/jyxx/001001/001001003/20201014/bc2cf494-467f-42c5-8564-03a4690cbf0e.

html）， 确认由城发新环卫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与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招标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郑州市上街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建设运营及生活垃圾分类

服务项目二标段。

（二）招标编号：郑上财-公开-[2020]-24。

（三）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0年9月11日。

（四）开标日期：2020年10月13日。

（五）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六）建设规模：

二标段：上街区约42744户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运营服务，服务期限为1年（其

中过渡期1个月，运营期11个月）。

（七）项目投资：二标段：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服务费（包含垃圾收集和运

输）1025.86万元。

二、中标公示的主要内容

郑州市上街区城市管理局于2020年9月11日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

政府采购网》、《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河南省. 郑州

市）郑州市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以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同时发布了

《郑州市上街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建设运营及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项目编

号：郑上财-公开-[2020]-24），招标人为郑州市上街区城市管理局，招标代理机

构为河南省至诚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2020年10月14日，发布了《郑州市上街区

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建设运营及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二标段建设工程中标候选

人公示》，根据公示内容，由城发新环卫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与苏州市

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

具体内容请详见：

http://www.zzsggzy.com:

9017/jyxx/001001/001001003/20201014/bc2cf494-467f-42c5-8564-03a4690cbf0e.

html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项目招标文件，郑州市上街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建设运营及生活垃圾分

类服务项目二标段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服务费 （包含垃圾收集和运输）

1025.86万元，联合体投标总报价为1000.2096万元。如本项目取得中标通知书、签

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由于本项目目前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公司将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及时披露

项目中标的有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9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段佳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段佳国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603,152,881.22 2,307,776,795.90 1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32,415,461.68 1,985,304,226.27 12.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470,364.48 83,442,681.53 263.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764,215,783.28 341,322,176.05 12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8,122,415.04 51,916,059.93 41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24,603,806.51 19,956,758.70 1,02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2.71 2.71

增加

1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83 0.22 27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83 0.22 277.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707,547.21 18,618,780.9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068,897.12 30,089,540.4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36,109.59 882,082.1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8.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2,381,863.52 -6,073,803.03

合计

16,530,690.40 43,518,608.5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2,99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7,067,587 23.97

质押

10,500,000

国有法人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7,133,377 8.44

无 国有法人

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24,813,473 7.72

无 境外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3,000,000 4.04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2,126,646 3.77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056,495 2.51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

CES

半导体芯片行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974,797 1.24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961,020 1.23

未知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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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1,568 1.02

未知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和鑫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666,619 0.83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7,067,587

人民币普通股

77,067,587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7,133,377

人民币普通股

27,133,377

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24,813,473

人民币普通股

24,813,47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126,646

人民币普通股

12,126,64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056,495

人民币普通股

8,056,49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

CES

半导体芯片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974,797

人民币普通股

3,974,79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961,020

人民币普通股

3,961,02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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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1,568

人民币普通股

3,281,56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和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66,619

人民币普通股

2,666,6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00,000.00 40,000,000.00 -50%

应收票据

48,951,306.25 28,288,989.72 73%

预付款项

1,707,091.41 143,524.44 1089%

其他应收款

1,505,832.45 390,375.87 286%

存货

116,514,394.74 89,640,967.03 30%

其他流动资产

1,495,132.42 13,653,490.89 -89%

在建工程

120,646,005.80 55,441,239.59 118%

长期待摊费用

420,485.82 822,680.69 -49%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59,686.57 1,780,094.16 9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41,120.00 3,284,487.12 -53%

应付账款

183,215,851.89 128,472,226.49 43%

预收款项

/

合同负债

15,259,474.78 11,427,126.75 34%

应交税费

15,676,277.55 2,915,283.28 438%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36,724.81 767,159.68 35%

股本

321,551,237.00 229,679,455.00 40%

其他综合收益

6,946,407.62 4,989,641.75 39%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到期赎回。

应收票据：销售规模增加，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多。

预付账款：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支付的服务及员工宿舍费用增加。

存货：生产与销售规模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进项留底税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为扩大产能购置机台设备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装修费用摊销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因确认信用减值损失、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损失导致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预付工程设备款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生产与销售规模增加，材料及设备采购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

合同负债：生产与销售规模增加，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利润规模大幅增加使得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因确认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股本：资本公积转增及送股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增加以及外币报表折算差异所致。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元

利润及现金流量表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64,215,783.28 341,322,176.05 124%

营业成本

382,696,529.25 213,928,561.41 79%

销售费用

500,610.01 791,200.34 -37%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9,110,871.57 1,324,645.31 -788%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列）

-1,274,185.39 -566,950.11 125%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18,714,686.59 - -

营业外支出

96,577.68 50,000.00 93%

所得税费用

35,413,257.28 9,813,242.83 2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470,364.48 83,442,681.53 26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547,797.43 87,930,647.91 20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220,945.50 -78,357,625.24 -70%

说明：

营业收入：销售出货量增加、销售单价提高所致。

营业成本：主要系销量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主要系展览投入和交际费用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主要系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损失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主要系销售增加使得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以机器设备及专利技术对联营企业进行增资所致。

营业外支出：主要系设备使用到期报废所致。

所得税费用：主要系应税利润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销售及利润规模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六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到期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上年同期实施员工限制性股票激励回购股本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蔚

日期:2020年10月19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融

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融通军工份额场内简称：融通军工，基金代

码：161628；融通军工A份额场内简称：军工股A，基金代码：150335；融通军工B份

额场内简称：军工股B，基金代码：150336）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

起止时间为自2020年10月23日起， 至2020年10月29日17：00止。 为保护投资者利

益，现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基金管理人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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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于2020年底完成对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融通军工A份额、融通军

工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为融通军工份额。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

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合理

安排投资计划。

二、 融通军工A份额、 融通军工B份额将自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之日

（2020年10月30日）开市起停牌，并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发布日

10:30复牌（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发布日为非交易日，则发布日后

首个交易日开市起复牌）。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基金停牌期间的流动性风

险。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公告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者

如有任何疑问， 可致电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3-8088咨询或登录基金

管理人网站（www.rt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0669� � � �证券简称：

*

ST金鸿 公告编号：2020-068

金鸿控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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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票于2020年10月14日、15日、16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12%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管理层查询核实，确定：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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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近期本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本公司分别于2020年10月14日、15日披露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及《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除此之外，本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二、 4.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

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除前述事项（二、4.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资产重

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2．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公司于2020年10月15日披露了 《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编

号：2020-067），预计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对公

司预告期经营成果的初步计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截至目前，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仍在编制中，

不存在业绩泄露情形， 实际经营情况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未

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第三方提供。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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