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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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７１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３８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以下简称“
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同编号：２０２００１１１１１１０００６）， 公司为光大银行南京分行与公司下属二级全资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子公司江苏卧牛山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苏卧牛山”）之间主合同
术除外）；节能技术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建筑科技节能材料研发；建筑节能
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
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能源管理；软件的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智
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前述担保主债权最高本金余
能设备的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ＩＴ技术服务；低能耗电气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额为人民币１，９００万元。
售及技术服务；再生能源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
浦发银行深圳
６、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青耕保温技术有限公司持有江苏卧牛山
分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的股权，为江苏青耕保温技术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深圳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工程公司”）之间办理约定各类
７、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融资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江苏卧牛山资产总额７４１，６３６，０８８．１９元， 负债总额
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前述担保的
６７４，２４０，１５３．０７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０．００元，净资产６７，３９５，９３５．１２元，２０１９年
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３，０００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４２２，０２６，５７７．８０元，利润总额－４８，５１２，６４６．５８元，净利润－４７，４５８，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以下简称“
浦发银行芜湖
０５３．８５元。
分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浦发银行芜湖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江苏卧牛山资产总额７５，３４５．６１万元， 负债总额６８，
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芜湖东方雨虹”）之间办理约定各类
５１１．５１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０．００万元，净资产６，８３４．１０万元，２０２０年前三季
融资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
度实现营业收入２８，７４６．１１万元，利润总额－４９．５７万元，净利润１１１．２１万元（
２０２０
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前述担保的
年１－９月数据未经审计）。江苏卧牛山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５级。
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１３，０００万元。
８、江苏卧牛山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以下简称“
交行上地支行”）签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
二）公司名称：深圳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署了《
保证合同》，公司为交行上地支行与公司下游经销商临沂泰瑞建设工程有
１、成立时间：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６日；
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临沂泰瑞”）之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即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
２、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滨河大道与泰然九路交汇东
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
北角处万科滨海置地大厦十八层０１、０２、０３、０４号；
分别计算。前述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１７０万元。临沂泰瑞通过以
３、法定代表人：杨浩成；
其全部个人财产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及以其财产进行抵押／质押这两种
４、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形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持有效资质证经营）；防水材
５、主营业务：防水补漏工程、建筑工程的施工（
（
二）担保审议情况
料、保温材料、建筑材料的研究、开发、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及出口；研发
公司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３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２０２０年５月
法
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商务辅助服务和其他现代服务（
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
１５日召开的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及《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下属公司向
６、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深圳工程公司１００％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１２０亿元的担保，其中对江苏卧牛
７、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山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５０，０００万元， 对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１０，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深圳工程公司资产总额３６８，１０９，９３１．８７元，负债总额
０００万元，对芜湖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５０，０００万元；同意以连带责任保
３２８，９７４，４０３．６０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０．００元，净资产３９，１３５，５２８．２７元，２０１９年
证方式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符合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提供担
实现营业收入５７８，３５８，４３６．５６元，利润总额７，７１４，７９７．９５元，净利润７，７１４，７９７．９５
保，担保额度不超过授信总额度５０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
元。
日、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６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深圳工程公司资产总额５６，８０４．３０万元， 负债总额５０，
资讯网（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１２８．６４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０．００万元，净资产６，６７５．６５万元，２０２０年前三季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３６）、《
度实现营业收入５９，７２４．０３万元， 利润总额３，１７９．６３万元， 净利润２，３８０．９３万元
对外担保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３）及《
０４１）、《
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数据未经审计）。深圳工程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９级。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５０）。
８、深圳工程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江苏卧牛山的担保余额为６，８９５．０１万元，其中
（
三）公司名称：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４，６７８．５８万元为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３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
１、成立日期：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９日；
日召开的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
２、注册地址：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峨溪路５号；
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下简称 “
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
３、法定代表人：曹雪；
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２，２１６．４３万元为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４、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过担保议案后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江苏卧牛山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４７，
５、主营业务：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及
７８３．５７万元；公司对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余额为０元，因此，深圳工程公司剩余可
其他相关建筑材料和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承接防水
用担保额度仍为１０，０００万元；公司对芜湖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２１，２００万元，其
施工、防腐保温施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中１５，２００万元为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
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服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保余额，６，０００万元为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实际发生的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固定资产租凭业务；含易溶剂的合成树
担保余额，因此，芜湖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４４，０００万元；公司对下游经
闭杯闪点≤６０°Ｃ］（
以上经营场所不得储
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的无储存批发［
销商的担保余额为７５０万元， 因此， 下游经销商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４９９，２５０万
存危险化学品，设计其他行政许可的，按照其他相关规定办理。）（
法律、行政法规
元。
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江苏卧牛山的担保金额为８，７９５．０１万元（
其中
６、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芜湖东方雨虹１００％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４，６７８．５８万
７、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元，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２，２１６．４３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芜湖东方雨虹资产总额９９４，２２２，３３２．０４元，负债总额
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１，９００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４５，８８３．５７万元；公司对
７６２，８２４，０７５．５８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０．００元，净资产２３１，３９８，２５６．４６元，２０１９
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金额为３，０００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７，０００万元；公司对
年实现营业收入１，１７３，４７９，７４０．６２元， 利润总额８６，０３０，０６２．６２元， 净利润７２，
芜湖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３４，２００万元 （
其中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
０００，５６９．８９元。
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１５，２００万元，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芜湖东方雨虹资产总额９５，３１０．４７万元， 负债总额６３，
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６，０００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１３，０００万元），
２５５．１７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０．００万元，净资产３２，０５５．３１万元，２０２０年前三季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３１，０００万元； 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金额为９２０万元，剩
度实现营业收入７９，１２５．００万元， 利润总额１０，４０６．６８万元， 净利润８，８５２．４０万元
余可用担保额度为４９９，０８０万元。
（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数据未经审计）。芜湖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４级。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８、芜湖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一）公司名称：江苏卧牛山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
四）公司名称：临沂泰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１、成立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０日；
１、成立日期：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９日；
２、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秣周东路１２号；
盛世金源）Ａ号楼１７０３室；
２、注册地址：临沂市兰山区通达路０００１号（
３、法定代表人：刘斌；
３、法定代表人：颜汐璇；
４、注册资本：７，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４、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５、主营业务：保温材料、砂浆材料、防水材料、防腐材料、涂料、密封粘结材
５、主营业务：建筑防水工程；泳池除湿空调系统、水处理设备及配件、泳池专
料、橡胶制品、密封制品、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幕墙
用砖；机电设备、水电暖安装及维修；建筑机械租赁；咨询服务费；销售：电线电
工程设计、安装、施工；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施工、防腐保温施工、防水施工；自营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华宝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
第十八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宝康消费品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４０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５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华宝宝康
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华宝宝康系列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净值
４．２６９０
（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下属基金可供分配
截止收益分配基
１，３１４，４９７，５７８．８５
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准日下属基金的
截止基准日下属基金按照
相关指标
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 －
人民币元）
本次下属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元／１０份基金份
１．００
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２０２０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
益分配每年至少一次。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除息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所有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红利再投资确认日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其现金红利将按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
值转换为基金份额，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直
接计入其基金账户。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２日开始计算，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
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１）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款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自基
金托管账户划出。
（
２）权益登记日当天基金账户或基金份额处于冻结状态的，以及基金份额在
途的（
例如已办理转托管转出，但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其基金份额相应的收
益分配方式根据《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的相关规定
执行。
（
３）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公开募集
１、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方式。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
式。 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前未作基金分红方式选择的投资者适用于现金红利分
红方式。
２、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和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和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查询和修改分红方
式，也可以通过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变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如投资者在
不同销售机构选择的分红方式不同， 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

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１１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凡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交易时
含该日）办理变更手续。
间结束之前（
４、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如果应分得红利款小于１０元将自动转为红利
再投资份额。
５、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本基金销售网点或通过华宝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４００８２０５０５０、０２１一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ｗｗｗ．
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
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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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华宝宝惠纯债３９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和华宝中债１－３年国开行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２０ 年 ７月 １０ 日颁布的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侧袋
机制指引（
试行）》，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人”或“
本公
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现对华宝宝惠纯债３９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华宝中债１－３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和
招募说明书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有关情况如下：
一、 本基金管理人已就本次修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基金合同的规定。
二、 本基金管理人将于本公告发布当日将修改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登
载于本公司网站。具体修改内容请见本公告附件《
华宝宝惠纯债３９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对照表》和《
华宝中债１－３年国开行债券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对照表》。 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上述基金合同修
订内容对本基金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进行修改并依规披
露。
本次修订更新后的《
基金合同》、《
托管协议》将自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起生效。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４００－
８２０－５０５０或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网址：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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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
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等基金法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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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２８ 日

公告编码：２０２０－０９１

附件１：华宝宝惠纯债３９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修订对照表

附件２：华宝中债１－３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合同修订对照表

章节

章节

原合同

第二部分 释
义

第六部分 基
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一、申购和赎回场所
……

第八部分 基
金份额持有人 ……
大会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投资

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３日披露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３）。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
购期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１％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３日
内披露回购进展情况公告。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收盘，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２０２０年度回购
股份，累计回购公司股份８２，２３６，５１１股，占公司总股本５．３２％，最高成交价为５．１０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４．５７元／股，累计支付总金额约为３．９８亿元（
不含交易费用）。
２０２０年度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公司将持续推进２０２０年度回购股
份，并根据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修订后

……
５６、摆动定价机制：指当开放式基金遭遇
大额申购赎回时，通过调整基金份额净值的方
第二部分 释
式，将基金调整投资组合的市场冲击成本分配
义
给实际申购、赎回的投资者，从而减少对存量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不利影响，确保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并得到公平对待

增加第十八条：
一、申购和赎回场所
……
十八、 实施侧袋机制期间本基金的申购与赎回本基
金实施侧袋机制的， 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安排详见招募
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第六部分 基
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增加第十八条：
一、申购和赎回场所
……
十八、实施侧袋机制期间本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本基金实施侧袋机制的， 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安排
详见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六、暂停估值的情形
修改为
六、暂停估值的情形
３、当特定资产占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５０％以上
３、 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５０％以上 的，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暂停估
第十四部分 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 值；
基金资产估值 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增加第九条：
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
九、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基金资产估值
应当暂停估值；
本基金实施侧袋机制的， 应根据本部分的约定对主
袋账户资产进行估值并披露主袋账户的基金净值信息，
暂停披露侧袋账户份额净值。。

……
第十五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
收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四、基金税收
……

增加第四条：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四、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基金费用
本基金实施侧袋机制的， 与侧袋账户有关的费用可
以从侧袋账户中列支， 但应待侧袋账户资产变现后方可
列支，有关费用可酌情收取或减免，但不得收取管理费，
详见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五、基金税收
……

第十六部分
基金的收益与 ……
分配

增加第七条：
七、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收益分配
本基金实施侧袋机制的，侧袋账户不进行收益分配，
详见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第十八部分
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基金的信息披
……
露

增加第（
十二）项：
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
（
十二）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信息披露
本基金实施侧袋机制的，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
根据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进行信息
披露，详见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证券简称： 美亚柏科

修订后
增加第５７、５８点释义：
５７、侧袋机制：指将基金投资组合中的特定资产从原
有账户分离至一个专门账户进行处置清算， 目的在于有
效隔离并化解风险，确保投资者得到公平对待，属于流动
性风险管理工具。侧袋机制实施期间，原有账户称为主袋
账户，专门账户称为侧袋账户
一）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
５８、特定资产：包括：（
且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资
产；（
二） 按摊余成本计量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仍导致资
产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资产；（
三） 其他资产价值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资产”

增加第八条：
八、侧袋机制的实施和投资运作安排
当基金持有特定资产且存在或潜在大额赎回申请
时，根据最大限度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原则，基金
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并咨询会计师事务所
意见后， 可以依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启用侧袋
机制。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本部分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投
资策略、组合限制、业绩比较基准、风险收益特征等约定
仅适用于主袋账户。
侧袋账户的实施条件、实施程序、运作安排、投资安
排、 特定资产的处置变现和支付等对投资者权益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详见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

原合同

增加第６２、６３点释义：
６２、侧袋机制：指将基金投资组合中的特定资产从原
有账户分离至一个专门账户进行处置清算， 目的在于有
效隔离并化解风险，确保投资者得到公平对待，属于流动
性风险管理工具。侧袋机制实施期间，原有账户称为主袋
账户，专门账户称为侧袋账户
一）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
６３、特定资产：包括：（
且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资
产；（
二） 按摊余成本计量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仍导致资
产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资产；（
三） 其他资产价值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资产”

增加第十条：
十、 实施侧袋机制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特殊
约定
若本基金实施侧袋机制，本部分和“
基金管理人、基
金托管人的更换条件和程序” 部分约定的以下情形中的
相关基金份额或表决权的比例均指主袋份额持有人和侧
袋份额持有人分别持有或代表的基金份额或表决权符合
该等比例， 但若相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和审议事
项不涉及侧袋账户的， 则仅指主袋份额持有人持有或代
表的基金份额或表决权符合该等比例：
１、基金份额持有人行使提议权、召集权、提名权所需
单独或合计代表相关基金份额１０％以上（
含１０％）；
２、现场开会的到会者在权益登记日代表的基金份额
不少于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相关基金份额的二分之一
（
含二分之一）；
３、通讯开会的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
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小于
在权益登记日相关基金份额的二分之一（
含二分之一）；
４、在参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小于在权益登记日相关基金份额的
二分之一、 召集人在原公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
时间的３个月以后、６个月以内就原定审议事项重新召集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三分之一以上 （
含三
分之一） 相关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参与或授权他人参与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
５、现场开会由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５０％以上（
含５０％）选举产生一名基金份额
持有人作为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
６、一般决议须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含二分之一）通过；
７、特别决议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含三分之二）通过。
同一主侧袋账户内的每份基金份额具有平等的表决
权。

证券代码：３００１８８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５％暨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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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东方精工）于２０２０年
临时）会议和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４日召开的
６月１５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
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２０２０年度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已依法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和金融
机构借款等资金， 实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
份（
以下简称“
２０２０年度回购股份”）。２０２０年度回购股份拟使用资金总额不低于
含），不超过１０亿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６．４２元／股。２０２０年度回购
５亿元（
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实施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１２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披露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
回购股份报告书》（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１）。
ｃｉｎ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 具体内容

缆、化工产品及原料（
以上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防水材料、劳保用品、成
套供水设备、消防排污设备、阀门、机电设备及零部件。
６、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颜汐璇持股比例为９８．３３％，股东孙玉英持股比例为
１．６７％。临沂泰瑞与东方雨虹不存在关联关系。
７、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临沂泰瑞资产总额５４，０２５，９７８．１５元、 负债总额４７，
１３９，４５１．０４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０．００元、净资产６，８８６，５２７．１１元，２０１９年实现
营业收入３２，０４６，４１６．０２元、利润总额９９０，８４８．８５元、净利润９２８，５３１．３２元（
２０１９年
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临沂泰瑞资产总额２３，８９５，０４６．２８元，负债总额１５，８８０，
６６８．４６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０．００元，净资产８，０１４，３７７．８２元，２０２０年前三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２３，１３９，９５８．３０元， 利润总额９２５，５９８．３３元， 净利润８７９，３１８．４１元
（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数据未经审计）。临沂泰瑞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Ａ。
８、临沂泰瑞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公司与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签署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１、担保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担保期限
主合同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为具体授信业务
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
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
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３、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最高额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仟玖佰万元整。
４、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
债务本金、利息（
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正费用、执行费用
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
二）公司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担保期限
（
１）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
２）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
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
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到期”、“
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
３）本合同所称“
（
４）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
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债权人宣布
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
（
５）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
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３、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余额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
生的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叁仟万元整为限。
４、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 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
（
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
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
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二）公司与浦发银行芜湖分行签署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担保期限
（
１）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
２）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
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
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
到期”、“
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３）本合同所称“

（
４）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
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债权人宣布
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
（
５）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
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３、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余额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
生的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整为限。
４、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 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
（
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
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
用（
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
四）公司与交行上地支行签署的《
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１、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 （
开立银行承兑汇
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
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
或债权人垫付款
项之日）后两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 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
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
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 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
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３、担保金额
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和：（
１）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
最高额即主合同下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
包括或有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额为
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整；（
２） 前述主债权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
包括复利、逾期及挪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保证范围中约定的债权人
（
实现债权的费用。
４、保证范围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
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有效地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 及时获得发展所需要
的资金以更加有效地拓展市场，从而实现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亦是为确保下属
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
和融资能力。其中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公司采取了经销商的资质准入、以自有
的资产提供反担保及专款专用、控制贷款额度比例等的风险防范措施，且临沂泰
瑞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２１９，４４３．６１万元，其
中，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２１８，
６９３．６１万元，占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２２．４５％，占公司２０２０
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１８．２１％；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７５０万元，占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０．０８％，占公
司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０．０６％。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２３７，５１３．６１万
元，占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２４．３９％，占公司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１９．７８％。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２３６，５９３．６１万元，占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２４．２９％， 占公司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１９．７０％；对
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９２０万元，占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０．０９％， 占公司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０．０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１、公司与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签署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２、公司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３、公司与浦发银行芜湖分行签署的《
保证合同》；
４、公司与交行上地支行签署的《
反担保合同》；
５、公司与临沂泰瑞签署的《
６、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７、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一、申购和赎回场所
……

增加第十条：
十、 实施侧袋机制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特殊
约定
若本基金实施侧袋机制，本部分和“
基金管理人、基
金托管人的更换条件和程序” 部分约定的以下情形中的
相关基金份额或表决权的比例均指主袋份额持有人和侧
袋份额持有人分别持有或代表的基金份额或表决权符合
该等比例， 但若相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和审议事
项不涉及侧袋账户的， 则仅指主袋份额持有人持有或代
表的基金份额或表决权符合该等比例：
１、基金份额持有人行使提议权、召集权、提名权所需
单独或合计代表相关基金份额１０％以上（
含１０％）；
２、现场开会的到会者在权益登记日代表的基金份额
不少于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相关基金份额的二分之一
（
含二分之一）；
３、通讯开会的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
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小于
在权益登记日相关基金份额的二分之一（
含二分之一）；
４、在参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小于在权益登记日相关基金份额的
二分之一、 召集人在原公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
时间的３个月以后、６个月以内就原定审议事项重新召集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三分之一以上 （
含三
分之一） 相关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参与或授权他人参与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
５、现场开会由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５０％以上（
含５０％）选举产生一名基金份额
持有人作为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
６、一般决议须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含二分之一）通过；
７、特别决议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含三分之二）通过。
同一主侧袋账户内的每份基金份额具有平等的表决
权。

第八部分 基
金份额持有人 ……
大会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投资

增加第七条：
八、侧袋机制的实施和投资运作安排
当基金持有特定资产且存在或潜在大额赎回申请
时，根据最大限度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原则，基金
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并咨询会计师事务所
意见后， 可以依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启用侧袋
机制。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本部分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投
资策略、组合限制、业绩比较基准、风险收益特征等约定
仅适用于主袋账户。
侧袋账户的实施条件、实施程序、运作安排、投资安
排、 特定资产的处置变现和支付等对投资者权益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详见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

七、暂停估值的情形
３、当特定资产占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５０％以上
七、暂停估值的情形
的，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暂停估
３、 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５０％以上
值；
第十四部分 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
增加第十条：
基金资产估值 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十、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基金资产估值
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
本基金实施侧袋机制的， 应根据本部分的约定对主
应当暂停估值；
袋账户资产进行估值并披露主袋账户的基金净值信息，
暂停披露侧袋账户份额净值。

……
第十五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
收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四、基金税收
……

增加第四条：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四、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基金费用
本基金实施侧袋机制的， 与侧袋账户有关的费用可
以从侧袋账户中列支， 但应待侧袋账户资产变现后方可
列支，有关费用可酌情收取或减免，但不得收取管理费，
详见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五、基金税收
……

第十六部分
基金的收益与 ……
分配

增加第七条：
七、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收益分配
本基金实施侧袋机制的，侧袋账户不进行收益分配，
详见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第十八部分
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基金的信息披
……
露

增加第（
十一）项：
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
（
十一）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信息披露
本基金实施侧袋机制的，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
根据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进行信息
披露，详见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７６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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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美亚柏科”）于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２０１９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３０名原激励对象因离职，已
不符合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根据公司《
２０１９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对上述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
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５９，４６０份进行注销，对其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１０５，５６０股进行回购注销。
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后，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８０６，６２６，８６０元减至８０６，５２１，
３００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的 《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７５）。
中华人民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
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
告之日起４５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
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