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8只公募基金

增加侧袋机制并相应修改法律文件的公告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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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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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袋机制指引（试行）》

（以下简称“《侧袋机制指引》” ）等法律法规及各基金基金合同等的有关规定，经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对旗下8只基金的基金合同、托

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进行修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修订基金范围

本次修订所涉基金见下表：

序号 基金名称

1

山西证券裕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

山西证券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山西证券改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山西证券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

山西证券裕泰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

山西证券裕睿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

山西证券裕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

山西证券裕盛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二、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基金合同的修订主要为：

1、在前言中增加侧袋机制的有关风险揭示。

2、在释义中增加侧袋机制的有关释义。

3、在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中增加侧袋机制期间的申购与赎回安排。

4、在基金份额持有大会中增加侧袋机制期间基金份额持有大会的特殊约定。

5、在基金的投资中增加侧袋机制的实施和投资运作安排。

6、在基金资产估值中增加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基金资产估值。

7、在基金费用与税收中增加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基金费用。

8、在基金的收益与分配中增加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收益分配。

9、在基金的信息披露中增加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信息披露。

相关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涉及的上述相关内容也已进行相应修

改，并在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中增加启动侧袋机制的风险揭示内容。

修订的内容自2021年4月16日起实施。投资者可在基金管理人网站上查阅修订后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托

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三、 其他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户服务电话：95573

网址：http://publiclyfund.sxzq.com:8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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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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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6日

附件：修订对照表 （以山西证券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为例）

一、基金合同关于侧袋机制相关内容的修订对照表

章节 原文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一部分前言 无

六、 当本基金持有特定资产且存在或潜在大额赎回申请

时，基金管理人履行相应程序后，可以启用侧袋机制，具

体详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章节。 侧袋机制实

施期间，基金管理人将对基金简称进行特殊标识，并不办

理侧袋账户的申购赎回。 请基金份额持有人仔细阅读相

关内容并关注本基金启用侧袋机制时的特定风险。

第二部分释义 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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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特定资产：包括：（

1

）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

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资

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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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他资产价值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的资产

第六部分基金份额

的申购与赎回

七、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

9

、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50%

以

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

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

金管理人应当采取暂停接受基金申购申请

的措施。

八、 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

情形

6

、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50%

以

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

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

金管理人应当采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或暂

停接受基金赎回申请的措施。

七、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

9

、当特定资产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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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受基金申购申请。

八、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

6

、当特定资产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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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应当延缓支

付赎回款项或暂停接受基金赎回申请。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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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分基金合同

当事人及权利义务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

同一类别每份基金份额具有同等的合

法权益。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本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同

一类别每份基金份额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第八部分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组

成，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授权代表有权

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并表决。基

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拥有平

等的投票权。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组成， 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合法授权代表有权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

议并表决。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本基金合同另有约定

外，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拥有平等的投

票权。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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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相关基金份额或表决权

的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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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

具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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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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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

涉及主袋账户和侧袋账户的，应分别由主袋账户、侧袋账

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表决， 同一主侧袋账户内的同

一类别每份基金份额具有平等的表决权。 表决事项未涉

及侧袋账户的，侧袋账户份额无表决权。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 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

关规定以本节特殊约定内容为准， 本节没有规定的适用

上文相关约定。

第十二部分基金的

投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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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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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部分基金资

产估值

六、暂停估值的情形

3

、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50%

以

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

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的，基

金管理人应当暂停基金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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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暂停

估值；

九、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基金资产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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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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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部分基金的

收益与分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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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部分基金的

信息披露

无

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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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部分基金

合同内容摘要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议事及表决

的程序和规则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

人组成，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授权代表

有权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并表

决。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

拥有平等的投票权。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议事及表决的程序和规则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组成， 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授权代表有权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出

席会议并表决。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本基金合同另有

约定外，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拥有平等

的投票权。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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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相关基金份额或表决权

的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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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

具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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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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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

涉及主袋账户和侧袋账户的，应分别由主袋账户、侧袋账

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表决， 同一主侧袋账户内的同

一类别每份基金份额具有平等的表决权。 表决事项未涉

及侧袋账户的，侧袋账户份额无表决权。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 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

关规定以本节特殊约定内容为准， 本节没有规定的适用

上文相关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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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与基金财产管理、运作有关费用的提取、支付方

式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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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招募说明书关于侧袋机制相关内容的修订对照表

章节 原文条款 修订后条款

重要提示 无

当本基金持有特定资产且存在或潜在大额赎回申请时，基金管理人履

行相应程序后，可以启用侧袋机制，具体详见基金合同和本招募说明

书的有关章节。侧袋机制实施期间，基金管理人将对基金简称进行特

殊标识，并不办理侧袋账户的申购赎回。请基金份额持有人仔细阅读

相关内容并关注本基金启用侧袋机制时的特定风险。

第二部分 释义 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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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特定资产：包括：（

1

）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值技

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资产；（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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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

他资产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资产

第八部分 基金份

额的申购和赎回

九、 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

回款项的情形

6

、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

产净值

50%

以上的资产出现

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

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

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

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延缓支

付赎回款项或暂停接受基金

赎回申请的措施。

八、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

8

、申请超过基金管理人设定的单笔申购的最高金额、单个投资人

单日申购金额上限、本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本基金总规模上限

的。

9

、当特定资产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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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基金申购申请。

九、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

6

、当特定资产占前一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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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应当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或暂停接受基金赎回申请。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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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募说

明书“侧袋机制”章节或相关公告。

第九部分 基金的

投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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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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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募说

明书“侧袋机制”章节的规定。

第十二部分 基金

资产估值

六、暂停估值的情形

3

、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

产净值

50%

以上的资产出现

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

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

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暂停基金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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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经与基金

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暂停估值；

九、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基金资产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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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部分 基金

的收益与分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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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本招募

说明书“侧袋机制”章节的规定。

第十四部分 基金

的费用与税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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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本招募说明书“侧袋机制”章节的规定或相关公告。

第十六部分 基金的

信息披露

无

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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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本招募说明书

“侧袋机制”章节的规定。

第十七部分侧袋机制 无

第十七部分侧袋机制

一、侧袋机制的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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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启用侧袋机制后及时发布临时公告， 并在五个工作日内聘请侧袋

机制启用日发表意见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审计并披露专项审计意见。

二、实施侧袋机制期间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登记

1

、启用侧袋机制当日，基金登记机构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原有账户份额为基础，确认

相应侧袋账户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和份额；当日收到的申购申请，按照启用侧袋机制后的

主袋账户份额办理；当日收到的赎回申请，仅办理主袋账户的赎回申请并支付赎回款项。

2

、实施侧袋机制期间，基金管理人不办理侧袋账户份额的申购、赎回和转换；同时，基

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办理主袋账户份额的赎回， 并根据主袋账户

运作情况确定是否暂停申购。

3

、 除基金管理人应按照主袋账户的份额净值办理主袋账户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外，本

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部分的申购、赎回规定适用于主袋账户份额。巨额赎

回按照单个开放日内主袋账户份额净赎回申请超过前一工作日主袋账户总份额的

10%

认

定。

4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基金管理人应对侧袋账户份额实行独立管理，主袋账户沿用原

基金代码，侧袋账户使用独立的基金代码。侧袋账户份额的名称应以“基金简称

+

侧袋标识

S+

侧袋账户建立日期”格式设定，同时主袋账户份额的名称增加大写字母

M

标识作为后缀。

基金所有侧袋账户注销后，应取消主袋账户份额名称中的

M

标识。

三、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基金投资及业绩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本招募说明书“基金的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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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计算各项投资运作指标和基金业绩指标时仅需考虑主袋账户资产。

基金管理人原则上应当在侧袋机制启用后

20

个交易日内完成对主袋账户投资组合的

调整，因资产流动性受限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情形除外。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侧袋账户中进行除特定资产处置变现以外的其他投资操作。

基金管理人、 相关服务机构在展示基金业绩时， 应当就前述情况进行充分的解释说

明，避免引起投资者误解。

四、实施侧袋机制期间的基金估值

本基金实施侧袋机制的，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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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袋机制启用当日， 基金管理人以完成日终估值后的基金净资产为基数对主袋账户

和侧袋账户的资产进行分割，与特定资产可明确对应的资产类科目余额、除应交税费外的

负债类科目余额一并纳入侧袋账户。基金管理人应将特定资产作为一个整体，不能仅分割

其公允价值无法确定的部分。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基金管理人应对侧袋账户单独设置账套，实行独立核算。如果本

基金同时存在多个侧袋账户，不同侧袋账户应分开进行核算。侧袋账户的会计核算应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五、实施侧袋账户期间的基金费用

1

、本基金实施侧袋机制的，管理费和托管费按主袋账户基金资产净值作为基数计提。

2

、与处置侧袋账户资产有关的费用可从侧袋账户中列支，但应待侧袋账户资产变现

后方可列支。

3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侧袋账户资产不收取管理费。因启用侧袋机制产生的咨询、审

计费用等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六、侧袋账户中特定资产的处置变现和支付

特定资产以可出售、可转让、恢复交易等方式恢复流动性后，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将特定资产予以处置变现，及时向侧袋账户份额持有人支

付对应变现款项。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无论侧袋账户资产是否全部完成变现，基金管理人都应当及时向

侧袋账户全部份额持有人支付已变现部分对应的款项。 若侧袋账户资产无法一次性完成

处置变现，基金管理人在每次处置变现后均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发布临时公告。

侧袋账户资产全部完成变现并终止侧袋机制后，基金管理人应及时聘请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披露专项审计意见。

七、侧袋机制的信息披露

1

、临时公告

在启用侧袋机制、处置特定资产、终止侧袋机制以及发生其他可能对投资者利益产生

重大影响的事项后基金管理人应及时发布临时公告。

2

、基金净值信息

基金管理人应按照招募说明书“基金的信息披露”部分规定的基金净值信息披露方式

和频率披露主袋账户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实施侧袋机制期间本基

金暂停披露侧袋账户份额净值和累计净值。

3

、定期报告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侧袋账户相关

信息，基金定期报告中的基金会计报表仅需针对主袋账户进行编制。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

年度报告进行审计时， 应对报告期内基金侧袋机制运行相关的会计核算和年度报告披露

等发表审计意见。侧袋账户相关信息在定期报告中单独进行披露，包括但不限于：

（

1

）侧袋账户的基金代码、基金名称、侧袋账户成立日期等基本信息；

（

2

）侧袋账户的初始资产、初始负债；

（

3

）特定资产的名称、代码、发行人等基本信息；

（

4

）报告期内的特定资产处置进展情况、与处置特定资产相关的费用情况及其他与特

定资产状况相关的信息；

（

5

）可根据特定资产处置进展情况披露特定资产的可变现净值或净值参考区间，该净

值或净值区间并不代表特定资产最终的变现价格， 不作为基金管理人对特定资产最终变

现价格的承诺；

（

6

）可能对投资者利益存在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况及相关风险提示。

八、本部分关于侧袋机制的相关规定，凡是直接引用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则的部分，如

将来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则修改导致相关内容被取消或变更的， 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并履行适当程序后，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可

直接对本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和调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第十八部分 风险揭示

三、流动性风险

4

、 实施备用的流动性风险管理

工具的情形、程序及对投资者的潜在

影响

在市场大幅波动、流动性枯竭等

极端情况下发生无法应对投资者巨

额赎回的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将以保

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前提，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谨慎选

取延期办理巨额赎回申请、暂停接受

赎回申请、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收取

短期赎回费、暂停基金估值、摆动定

价等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作为辅助

措施。对于各类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

的使用， 基金管理人将依照严格审

批、审慎决策的原则，及时有效地对

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使用前经过内

部审批程序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在实际运用各类流动性风险管理

工具时，投资者的赎回申请、赎回款

项支付等可能受到相应影响，基金管

理人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

同的约定进行操作，全面保障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三、流动性风险

4

、实施备用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的情形、程序及对投资者的潜在影响

在市场大幅波动、流动性枯竭等极端情况下发生无法应对投资者巨额赎回的情形时，

基金管理人将以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前提，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谨慎

选取延期办理巨额赎回申请、暂停接受赎回申请、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收取短期赎回费、暂

停基金估值、摆动定价、实施侧袋机制等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作为辅助措施。对于各类流

动性风险管理工具的使用，基金管理人将依照严格审批、审慎决策的原则，及时有效地对

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使用前经过内部审批程序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在实际运用各

类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时，投资者的赎回申请、赎回款项支付等可能受到相应影响，基金

管理人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操作，全面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5

、实施侧袋机制对投资者的影响

侧袋机制是一种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 是将特定资产分离至专门的侧袋账户进行处

置清算，并以处置变现后的款项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支付，目的在于有效隔离并化解风

险。但基金启用侧袋机制后，侧袋账户份额将停止披露基金份额净值，并不得办理申购、赎

回和转换，仅主袋账户份额正常开放赎回，因此启用侧袋机制时持有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将

在启用侧袋机制后同时持有主袋账户份额和侧袋账户份额，侧袋账户份额不能赎回，其对

应特定资产的变现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最终变现价格也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有可能大幅低

于启用侧袋机制时的特定资产的估值，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因此面临损失。

实施侧袋机制期间，因本基金不披露侧袋账户份额的净值，即便基金管理人在基金定

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末特定资产可变现净值或净值区间的， 也不作为特定资产最终变现

价格的承诺，因此对于特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最终变现价格，基金管理人不承担任何保证

和承诺的责任。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主袋账户运作情况合理确定申购政策

,

因此实施侧袋机制后主袋

账户份额存在暂停申购的可能。

启用侧袋机制后， 基金管理人计算各项投资运作指标和基金业绩指标时仅需考虑主

袋账户资产， 并根据相关规定对分割侧袋账户资产导致的基金净资产减少进行按投资损

失处理，因此本基金披露的业绩指标不能反映特定资产的真实价值及变化情况。

第二十部分 基金合同的

内容摘要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议事

及表决的程序和规则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

额持有人组成，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

法授权代表有权代表基金份额持有

人出席会议并表决。基金份额持有人

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拥有平等的投

票权。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议事及表决的程序和规则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组成，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授权代表有权

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并表决。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本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基

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拥有平等的投票权。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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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相关基金份额或表决权的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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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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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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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涉及主袋账户和侧袋账户的，应分

别由主袋账户、侧袋账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表决，同一主侧袋账户内的同一类别每份

基金份额具有平等的表决权。表决事项未涉及侧袋账户的，侧袋账户份额无表决权。

侧袋机制实施期间，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规定以本节特殊约定内容为准，

本节没有规定的适用上文相关约定。

基金收益分配原则、执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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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与基金财产管理、运作有关费用的提取、支付方式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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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部分 基金托管

协议的内容摘要

四、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和会计核算

（三）暂停估值的情形

3

、 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50%

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

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

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与

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

应当暂停基金估值；

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业务监督和核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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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基金托管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对侧袋机制启用、特定资产

处置和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复核和监督。 侧袋机制的具体规则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执行。

四、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和会计核算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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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

基金管理人应当暂停估值；

三、以上修订内容仅为示例，不同基金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中相应条款表述及修订位置存在差异，具

体请以相关基金披露的修订后法律文件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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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32021SH1000093

】

普天新能源车辆技术有限

公司

10％

股权

总资产：

1,970.89

万元；净资产：

482.42

万元；注册资本：

11,000.00

万元；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动汽车整车、零部件及配件产品设计；汽

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汽车零配件；从事商业经纪业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

展；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技术检测；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勘察设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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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项目联系人

:

张雅蒙 联系电话

: 010-51917888-743

110.000000 2021-05-13

【

G32021SH1000091

】

上海娄江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20

万元财产

份 额 （占 总 份 额 的

9.8214%

）

总资产：

2,210.50

万元；净资产：

853.24

万元；注册资本：

2,240.00

万元；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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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玲玲 联系电话

: 021-62657272*810

110.000000 2021-05-12

【

G32021SH1000090

】

北京锦铁伟业贸易有限公

司

100%

股权

总资产：

2,042.49

万元；净资产：

2,042.49

万元；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经营范围：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矿

产品、日用品、文具用品；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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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博 联系电话

: 010-51918746

2,042.490000 2021-05-12

【

Q32021SH1000020

】

上海爱就投众创空间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

10%

）

总资产：

732.06

万元；净资产：

589.28

万元；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经营范围：众创空间经营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公关

活动组织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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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庄严 联系电话

: 021-62657272-151

、

021-62657272-151

1,000.000000 2021-05-10

【

Q32021SH1000019

】

上海鸿华度假酒店有限公

司

100%

股权

总资产：

234.27

万元；净资产：

234.27

万元；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经营范围：住宿，大型饭店（含熟食卤味），会务服务，投资管理（除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

理），商务咨询，酒店用品、工艺品、体育用品、健身器材的销售，本经营场所内从事卷烟、雪茄烟的零售；预包装食品（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乳制品（不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

项目联系人

:

顾明明 联系电话

: 021-62657272*666

、

13816932164

500.000000 2021-05-10

【

Q32021SH1000018

】

上海承宗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100%

股权

总资产：

5,920.05

万元；净资产：

5,920.05

万元；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经营范围：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通信工程，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计与施工，其它

（配网自动化、大楼智能化及配线和管道工程）技术领域的“四技”服务。

项目联系人

:

顾明明 联系电话

: 021-62657272*666

、

13816932164

19,495.000000 2021-05-10

【

G32021SH1000087

】

新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6%

股权

总资产：

74,350.09

万元；净资产：

66,517.96

万元；注册资本：

49,019.61

万元；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及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培训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租赁，增值电信业务（凭许可证经营），计算机的系统集成，数据处理、数据存储的技术

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会展服务，展览展示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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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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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晓宁 联系电话

: 010-51915379

、

15110245672

15,000.000000 2021-05-08

【

G32021SH1000038

】

嘉兴正旭置业有限公司

34%

股权

总资产：

5,652.77

万元；净资产：

438.38

万元；注册资本：

9,168.00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自有房屋的租赁。

项目联系人

:

徐忠玉 联系电话

: 02162657272-307

149.10 2021-05-06

【

Q32021SH1000017

】

江苏永威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800

万股股份（占总

股本的

60.0718%

）

总资产：

10,439.84

万元；净资产：

2,743.60

万元；注册资本：

1,331.74

万元；经营范围：环境科技软件开发应用；生态修复及地质灾害治理；湿地治理和修复；土

壤修复；黑臭河道治理；水生态修复；生活污水处理；地下水治理修复；盐碱地土壤复垦；农作物种植、农业生产技术服务；固体废物治理；生物质能源开发

与利用；水环境治理工程设计；生态修复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新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环保设备的开发、设

计、制造、系统集成、调试、安装、销售及租赁；建筑园林设计；古建筑园林工程、土石方工程、市政工程、水利工程、河湖治理工程、环保工程、给排水工程、弱

电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桥梁工程、道路工程、钢结构工程、幕墙工程、消防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电力工程施工、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建筑安装；建筑

装饰；国内贸易；市政园林设施的维护、保养；苗木、盆景租赁及销售；机电设备安装；物业管理服务；施工工程总承包。环卫保洁、道路清扫保洁、垃圾（含厨

余）收运、公厕保洁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项目联系人

:

盖嘉乐 联系电话

: 62657272-131

、

13916418502

18,021.000000 2021-05-12

【

G32021SH1000086

】

大唐青岛港务有限公司

49%

股权

总资产：

91,272.44

万元；净资产：

21,425.46

万元；注册资本：

31,020.41

万元；经营范围：码头及其配套设施施工、管理；码头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咨询、

招标；码头及其配套设施租赁、维修、管理；货物装卸；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国际货运代理。

项目联系人

:

胡丹 联系电话

: 010-51915379

、

15801035531

10,498.475400 2021-04-30

【

G32021SH1000085

】

浙江电子口岸有限公司

13.69%

股权

总资产：

17,999.71

万元；净资产：

11,693.90

万元；注册资本：

1,460.92

万元；经营范围：物流信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各类广告，利用自有网站根据核定

服务项目发布国内广告，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及系统集成，信息系统工程的设计、开发、安装、技术咨询服务，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数码产品、机械

设备、计量器具、电子产品的销售，自动化系统研发、销售、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培训服务，经营增值电信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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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楠 联系电话

: 010-51918742

、

13942637399

3,655.230000 2021-04-30

【

G32021SH1000017

】

上海瑞纽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3060

万股股份 （占总股

本的

51%

）

总资产：

27,215.28

万元；净资产：

24,236.73

万元；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经营范围：民用核安全设备（不含危险设备）和光、机、电、液机械设备的设计、制造

和维修安装，及上述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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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雅宁 联系电话

: 021-62657272*324

12,360.732300 2021-04-30

【

Q32021SH1000006-2

】

鞍钢矿山公司旅顺鑫荣实

业公司整体产权

总资产：

3,054.99

万元；净资产：

1,718.48

万元；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石灰石、铆焊加工；矿山设备零部件、机械零部件加工；矿山设备、房屋

维修；土地复垦；国内一般贸易；物业管理；空调维修；汽车修理。

项目联系人

:

张昕 联系电话

: 010-51918743

、

15911119649

1,546.641000 2021-04-29

【

G32021SH1000082

】

上海上咨市场咨询有限公

司

45%

股权

总资产：

638.34

万元；净资产：

546.86

万元；注册资本：

111.00

万元；经营范围：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会务

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票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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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忠玉 联系电话

: 02162657272-307

247.554000 2021-04-28

【

G32021SH1000080

】

兴县宏瑞信友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30%

股权

总资产：

74.66

万元；净资产：

-0.74

万元；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经营范围：风力，光伏发电项目开发，电力成套设备产品的销售，电力能源工程设计，施工，

咨询服务，新能源的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的销售，租赁，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及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项目联系人

:

庄严 联系电话

: 021-62657272-151

、

021-62657272-151

0.000100 2021-04-27

【

G32021SH1000081

】

临县晋新凤祥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30%

股权

总资产：

19.34

万元；净资产：

-0.93

万元；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经营范围：风力、光伏发电项目建设；风力、光伏电厂经营、管理；电力能源工程设计、施工、

咨询服务；风力、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电力成套设备、机械设备的销售、租赁；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及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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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玲玲 联系电话

: 021-62657272*810

0.000100 202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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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R2021SH1000034

】

~

【

TR2021SH100003

6

】

中国轮滑协会官方赛事合

作伙伴权益招商

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详见网站

2021-04-21

【

TR2021SH1000033

】

2021

全国轻型飞机锦标赛

轻型飞机行业赞助商品牌

日权益招商

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8.000000 2021-04-21

【

TR2021SH1000032

】

2021-2024

年度全国青少

年篮球

u

系列赛事官方赞

助商（篮球类）权益招商项

目

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350.000000 2021-04-21

【

TR2021SH1000031

】

2021-2024

年度全国青少

年篮球

u

系列赛事官方赞

助商（饮用水类）权益招商

项目

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110.000000 2021-04-21

【

GR2021SH1000396

】

~

【

GR2021SH100040

1

】

上海海立电器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

一批房产及配套电器设备，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详见网站

2021-04-26

【

GR2021SH1000392

】

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国家

队运动员备战保障产品与

供应商权益招商

床上用品类，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255.000000 2021-04-19

【

GR2021SH1000395

】

上海五四助剂总厂部分拟

报废处置资产

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169.820900 2021-04-25

【

GR2021SH1000393

】

华润电力登封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

技改拆除

6

项设备资产，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50.090000 2021-04-25

【

GR2021SH1000388

】

~

【

GR2021SH1000391

】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资产

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8.520000 2021-04-12

【

GR2021SH1000385

】

浙江国华浙能发电有限公

司部分资产

报废存货

2.630000 2021-04-23

【

GR2021SH1000384

】

昆明市五华区威远街龙跃

综合楼

5

层

G

座房产

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128.200000 2021-04-22

【

GR2021SH1000383

】

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灵路

118

号国贸大厦

710

室房地产，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168.983700 2021-05-08

【

GR2021SH1000382

】

2021

年全国高等院校健身

气功锦标赛权益招商项目

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20.000000 2021-05-08

【

GR2021SH1000367

】

中海油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中路

152

号

1

幢

504

室房产，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304.000000 2021-04-21

【

GR2021SH1000356

】

~

【

GR2021SH1000361

】

凤凰光学控股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

一批不动产，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详见网站

2021-04-19

【

GR2021SH1000355

】

杭州东风物流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

浙江省临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纬二路

99

号

,

详情见网站公告信息

4,387.200000 2021-04-30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21年 4 月 16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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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

-

注册资本：

60,000.000000

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

1245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安防设备、网络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地

面接收设备及发射设备）、多媒体设备、半导体设备、智能化系统设备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执业）；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安防工程设计及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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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紫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9.00%

；天津芯翔志坚科技有限公司

21.00;

重庆雄鹰智安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3333%;

惠允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4.00167%

；重庆雄鹰致胜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40833%;

重庆雄鹰智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3.405%;

重庆雄鹰致远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40167%;

重庆雄鹰智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0%;

重庆泽嘉睿安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25%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视征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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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资本结构，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提升公司的资金实力、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研发实力，增强综合

竞争实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的要求，签订《增资协议》，且本次增资价格不

低于经备案的评估值。

增资终结条件

:

如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人申请终结的，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新老股东持股比例以本次增资结果为准。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

010-51917888-743

、

1861244582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6-11

(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

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

上海贤益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贤益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

/

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

500.000000

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其他服务业

经营范围：人才推荐，人才招聘，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劳务派遣，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汽车配件、机械、电子产

品、光电元器件的组装、企业应用管理、商业流程业务，保洁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

民意测验），市场营销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展览展示服务，档案管理咨询，文档整理、装订、保管、检索，电子产品的检测，第三方物流服务，

自有设备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系统内职（员）工培训，商务信息咨询，装卸搬运，翻译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上海奉贤区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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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66%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低于

970.59

万元

拟增资价格：

--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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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用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市场开拓，增强公司实力；（

2

）用于日常运营和补充流动资金。（

3

）支撑公司战略投资布局，提升综合竞争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

1

、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

2

、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3

、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原股东：

34%

新增投资人：

66%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于玲玲

联系方式：

021-62657272*81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6-08

(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

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

上海交大中海龙水下防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交大中海龙水下防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

800.000000

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

10

经营范围：海洋工程、海洋科学、海底工程、海洋观测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研发销售，潜水救捞装备、水下系统和作业装备、智能无人飞行器的

研发和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和生产，智能机器人销售，通信设备销售，

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船舶设计，海洋环境服务，卫星通信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生态资源监测，水

文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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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45.9%

；上海中海龙高新技术研究院

25.1%

；

诸暨六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珠海横琴云宏五色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

；珠海

联合伟达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9%

；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

5000

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高于

20%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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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战略投资者，增强资本实力，加强公司的后续研发投入，强化核心主业，补充公司运营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

截至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合格投资人或本次增资募集资金总额及认购数未达到增资方要求或增资方提

出项目终结申请则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上海交大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持股

36.72%

；上海中海龙高新技术研究院持股

20.08%

；

诸暨六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8%

；珠海横琴云宏五色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8%

；珠海联合伟达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7.2%

；新增投资人

2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

62657272 - 141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6-04

(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

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

8,077.200000

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职工人数：

950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发动机用材料、飞机用材料、直升机用材料、航天器用材料、兵器用材料、船舶用材料研

制与销售；制造钛合金精密铸件、高温合金母合金、飞行器风挡、舱盖、观察窗透明件及组件、航空橡胶、密封剂、胶黏剂、弹性元件；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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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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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3%(

含员工持股及内部投资人

)

拟新增注册资本：

38.75

元

/

每一元注册资本

拟增资价格：

1.02

元

/

每一元注册资本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视征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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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增资的增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条件建设。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

1.

征集到

2

家或以上符合条件的外部意向投资人；

2.

意向投资金额、持股比例等符合要求。如公告期内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符合金额、比例等要求，则按照

5

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信息披露

时间，直至达成增资金额及比例等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

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该项目终结：

1.

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2.

增资方提出书面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后原股东合计持股

75.17%

；新增股东合计持股

24.83%

。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

员工持股平台与内部投资人拟以协议方式同步参与本次增资，对应的出资单价与外部意向投资人同股同价。

2.

本项目公告期即为尽职调查期，意向投资人在本项目公告期间有权利和义务自行对融资方进行全面了解。意向投资人提交加盖公章的《保

密承诺函》（详见附件）后方可查阅增资方置放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下称联交所）的相关备查文件。

项目联系人：李玲玲

联系方式：

010-51917888

转

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6-08

(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

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

增资项目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