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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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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4月 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 8号办公楼 3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8,065,1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8,065,1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04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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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长臧牧先生因公务出差无法

现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共同推举董事

王腾生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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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5人，董事长臧牧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出

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王胜芳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臧辉先生、财务总监周先云女士列席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和方式、调整募投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062,763 99.9964 2,400 0.003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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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

实施地点和方式、

调整募投项目投资

额度的议案

5,550,836 99.9567 2,400 0.043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属于普通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波、叶慧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000062� � � �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2021一 021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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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3月 30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2020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20年末公司总股本 1,045,909,322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元（含税），即分配现金股利总额为 209,181,864.4 元，本次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时，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

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进行调整。

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45,909,32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2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8 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差别化税率征收即根据先进

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

补缴税款 0.4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 元；持股超过 1 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4月 22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4月 2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2021年 4月 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45；08*****378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2 01*****859 杨林

3 00*****504 张玲

4 01*****468 杨逸尘

六、咨询部门及地址

1、咨询部门：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华强广场 A座 5楼

3、联系人：黄辉、李茂群

联系电话：0755-83216296� � � 0755-83030136

传真电话：0755-83217376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2、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688015� � � �证券简称：交控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6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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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26日（周一）上午 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直播 +网络互动方式

一、说明会类型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交控科技” ）已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 为加强

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使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以视频直播结合网络

互动方式召开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公司现就 2020年度业绩说明

会提前向广大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本次说明会将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 （周一） 上午 10:00-11:00 在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以视频直播结合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三、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郜春海先生、 董事会秘书李春红女士及财务负责人秦红全先生等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欢迎投资者于 2021年 4月 26日（周一）上午 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进入业绩说明会专区，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2、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 （周四） 下午 18: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信箱

ir@bj-tct.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会议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3606086

传真号码：010-83606009

电子邮箱：ir@bj-tc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688015� � � �证券简称：交控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5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募集

说明书等相关文件更新数据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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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3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

明书（注册稿）》。

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发行保荐书涉及的相

关数据进行了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 （注册稿）》《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发行保

荐书》。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

施。本次发行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

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688015� � � �证券简称：交控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7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

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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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证监会注册环节反馈意见如下：

1.关于调整发行对象。

发行人在调整本次发行方案时，发行对象调减了第一大股东京投公司，但未对募集资金总

额予以调减。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是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

核问答》第 8 问“减少募集资金、减少募投项目、减少发行对象及其对应的认购股份不视为本

次发行方案发生了变化”的规定。

请保荐机构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针对反馈意见提出的问题进行落实回复， 并按照

规定对申请文件进行更新并提交。 上交所将在收到本公司回复和更新的申请文件后报送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本次发行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尚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 � �公告编号：2021-044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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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发生债务担保事项，现将详情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中国银行贷款的担保

本公司于 3月 11日与中国银行南京江宁经济开发区支行签署了担保协议， 为全资子公

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奥特佳）向该行申请 8000 万元贷款提供

最高额保证担保额度，担保期限自 2021 年 3 月 11 日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此次担保事项详情请见 2021年 3月 16日发布的 2021-034号公告。 4月 15日，南

京奥特佳收到贷款款项 2000万元，本公司开始承担相应担保义务。

（二）江苏银行贷款的担保

4月 13日，南京奥特佳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支行签署了担保协议，为

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云冷机）向该行申请贷款提供 1000 万元最高额

保证担保额度，自 2021年 3月 20日至 2022年 3 月 8 日，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 月 15

日，祥云冷机收到贷款款项 1000万元，南京奥特佳开始承担相应担保义务。

上述各项担保事项均在本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揽子担保额度

事项授权范围之内（详见本公司 2021 年 4 月 2 日发布的 2021-040 号公告），且已经本公司

总经理办公会审批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南京奥特佳基本情况

南京奥特佳成立于 2000 年 5 月 16 日，注册地为江苏省南京市，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丁涛。 经营范围为“新能源技术开发；开发推广代氟利昂应用技术；

制造、销售无氟环保制冷产品及相关咨询服务；制造和销售汽车零部件；道路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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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京奥特佳近期财务数据如下：

公司名称：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元

科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93,823,679.99 5,143,112,836.82

负债总额 2,016,756,658.40 2,168,550,883.65

净资产 2,977,067,021.59 2,974,561,953.17

科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 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16,187,395.81 1,471,354,103.27

利润总额 109,533,448.72 -8,216,504.33

净利润 96,782,608.74 -2,505,068.42

（二）祥云冷机基本情况

祥云冷机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27 日，注册地为江苏省南京市，注册资本为 16192.32 万元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张永明，经营范围为“汽车空调、制冷压缩机及其他制冷设备的制造、

销售， 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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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祥云冷机近期财务数据如下：

公司名称：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 单位：元

科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0,360,522.19 423,391,072.17

负债总额 109,494,610.77 255,545,273.38

净资产 180,865,911.42 167,845,798.79

科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 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8,602,083.88 130,443,663.53

利润总额 3,419,075.15 -10,706,345.13

净利润 3,009,721.11 -13,020,112.63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披露日，本公司无对外部的担保事项，均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股东大会批准

的担保总额度为 17.61亿元。 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56,723.69万元；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之间实际相互担保金额为 44,893.48 万元。 本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共计 101,617.17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 52.92亿元的 19.20%。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本公司与中国银行南京江宁经济开发区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南京奥特佳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16日

（上接 B105版）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31号 5号楼 215A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经济日报社 A 座综

合楼 712室

法定代表人：梁蓉

电话：400-6262-818

联系人：魏素清

网址： www.5irich.com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

寿路 142号 14层 1402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 32号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

业园 E区 4层、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 18号院 18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旭

电话：400-810-5919

联系人：张旭

网址：www.fengfd.com

上海中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兰路 277号 1号楼 1203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兰路 277号 1号楼 1203、1204室

法定代表人：黄欣

电话：400-6767-523

联系人：戴珉微

网址：www.zhongzhengfund.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 1800 号 2 号楼

6153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500号 30层 3001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翔

电话:�400-820-5369

联系人：吴鸿飞

网址： www.jiyufund.com.cn

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00号 7层 05单元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438号古北国际财富中心二

期 30层

法定代表人：弭洪军

电话：400-876-5716

联系人：金淑曼

网址：www.cmiwm.com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35号 03室

办公地址：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六号万通中心 D座 21

法定代表人：蒋煜

电话:�010-58170761

联系人：冯培勇

网址：www.shengshiview.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 号院 2 号楼 17 层

19C13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号院 2号楼 19层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电话：400-619-9059

联系人：王骁骁

网址：www.hcfunds.com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 号院 2 号楼 17 层

19C13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号院 2号楼 19层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电话：400-619-9059

联系人：王骁骁

网址：www.hcfunds.com

凤凰金信（海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

寿路 142号 14层 1402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 32号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

业园 E区 4层、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 18号院 18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旭

电话：400-810-5919

联系人：张旭

网址：www.fengfd.com

上海中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兰路 277号 1号楼 1203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兰路 277号 1号楼 1203、1204室

法定代表人：黄欣

电话：400-6767-523

联系人：戴珉微

网址：www.zhongzhengfund.com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 1800 号 2 号楼

6153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500号 30层 3001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翔

电话:�400-820-5369

联系人：吴鸿飞

网址： www.jiyufund.com.cn

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00号 7层 05单元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438号古北国际财富中心二

期 30层

法定代表人：弭洪军

电话：400-876-5716

联系人：金淑曼

网址：www.cmiwm.com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35号 03室

办公地址：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六号万通中心 D座 21

法定代表人：蒋煜

电话:�010-58170761

联系人：冯培勇

网址：www.shengshiview.com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333 号东方汇经中心 8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333 号金砖大厦 8 层、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7号金地中心大厦 9 楼、 北京市朝

阳区安定路 5号院 3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心 27层

法定代表人：吕春卫

电话：400-620-6868

联系人：唐露

网址： http://www.lczq.com/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87号一幢二楼 268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87号 1幢 2楼 268室

法定代表人：毛淮平

电话：13911253562

联系人：吴振宇

网址：https://www.amcfortune.com/

上海挖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99 号 5 层

01、02/03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杨高南路 759

号 2号楼 18楼

法定代表人：吕柳霞

电话：021-50810687

联系人：樊晴晴

网址： www.wacaijijin.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 12 号 17 号平房

157

办公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京东总部一号楼

A座 15层

法定代表人：王苏宁

电话：01089189288

联系人：邢锦超

网址： http://kenterui.jd.com/

客服热线： 95118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同丰路 667弄 107号 201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沪路 55号通华科技大厦 10楼

法定代表人：沈丹义

电话： 021-60818588

联系人： 周学波

网址： www.tonghuafund.com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 4001号深圳市文化创意园 C

栋 5楼

法定代表人：李春瑜

电话：400-680-3928

联系人：林丽 0755-82779746

网址：www.simuwang.com

天津万家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 1988 号滨海浙

商大厦公寓 2-2413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A 座

5层

法定代表人：戴晓云

电话：010-59013842

联系人：王茜蕊

网址：http://www.wanjiawealth.com

上海有鱼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2123 号 3 层

3E-2655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2123 号 3 层

3E-2655室

法定代表人：林琼

客服电话：4007676298

联系人：徐海峥

公司网址：www.youyufund.com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 8号院 2号楼 106室 -6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河南路盛世龙源 10号

法定代表人：王军辉

客服电话：4006-802-123

邮箱：services@zhixin-inv.com

公司网址：https://www.zhixin-inv.com/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腾讯滨海大厦 15楼

法定代表人：刘明军

联系人：谭广锋

客服电话：95017（拨通后转 1转 8）

公司网址：http://www.txfund.com/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10 号 5 层

512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 19 号 SOHO 嘉盛中心

30层

法定代表人：周斌

联系人：侯艳红

联系电话：010-57756074

客服电话：400-8980-618

公司网址：http://www.chtfund.com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 16号院 1 号楼冠捷大厦

3层 307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 16号院 1号楼 3层 307

法定代表人：杨健

联系人：李海燕

联系电话：13501184929

客服电话：400-673-7010

公司网址：http://www.jianfortune.com/

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18号 8栋嘉昱大厦 6层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333 号

502室

法定代表人：许欣

联系人：黎静

联系电话：021-68609600-5952

客服电话：400-700-9700

公司网址：https://www.zocaifu.com/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66 号 H 区 （东座）6 楼

A31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707号生命人寿大厦 32楼

法定代表人：贲惠琴

联系人：董筱爽

联系电话：18121169537

客服电话：021-50206003

公司网址：www.msftec.com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号东方财富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郑立坤

联系人：付佳

联系电话：17717379005

客服电话：95357

公司网址：http://www.18.cn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 428 号 1 号楼

1102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428号 1号楼 1102单元

法定代表人：申健

联系人：张蜓

联系电话：18017373527

客服电话：021-20292031

公司网址：https://www.wg.com.cn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西区 4 号楼 1 层

103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西区 4 号楼度小

满金融总部

法定代表人：葛新

联系人：孙博超

联系电话：010-59403028

客服电话：95055-4

公司网址：www.baiyingfund.com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 360-1 号三亚阳光金融广场

16层

办公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 360-1 号三亚阳光金融广场

16层

法定代表人：李科

联系人：王超

联系电话：010-59053660

客服电话：95510

公司网址：fund.sinosig.com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 47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2号绿地紫峰大厦 2005室

法定代表人：吴言林

联系人：张竞妍

电话：025-66046166

客服电话：025-66046166

公司网址：www.huilinbd.com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区向城路 288号 8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众仁路 399 号运通星财富广场

1号楼 B座 13、14层

法定代表人：路昊

联系人：张爽爽

联系电话：021-68595976

客服电话：4001115818

公司网址：www.huaruisales.com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号 1105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号 1105室

法定代表人：马永谙

联系人：卢亚博

联系电话：13752528013

客服电话：021-50701053

公司网址：http://www.xyinsure.com:7100/kfit_xybx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 1号 2号楼 2-4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 1号 2号楼 2-45室

法定代表人：钱昊旻

联系人：沈晨

联系电话：010-59336544

客服电话：4008-909-998

公司网址：www.jnlc.com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488 号太平金融大厦 603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 116号大华银行大厦 7楼

法定代表人：沈茹意

联系人：李红星

联系电话：021-68889082

客服电话：021-68889082

公司网址： http://www.pytz.cn/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6号

法定代表人：王滨

联系人：秦泽伟

联系电话：010-63631539

客服电话：95519

公司网址：www.e-chinalife.com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7号楼 20层 20A1、20A2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7号楼 20层 20A1、20A2单元

法定代表人：才殿阳

电话：010-52413385

联系人：魏晨

客服电话：400-6099-200

公司网址：http://www.yixinfund.com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武林街道庆春路 288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鸿宁路 1788号

法定代表人：沈仁康

电话：15868891672

联系人：戴珍

客服电话：95527

公司网址：http://www.czbank.com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 2号楼 10层 1001号 04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 2号楼 10层 1001号 04

室

法定代表人：张昱

电话：010-59497361

联系人：李艳

客服电话：400-012-5899

公司网址：www.zscffund.com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 号诺德大厦 2 层

202室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 号诺德大厦 2 层

202室

法定代表人：樊怀东

电话：0411-39027810

联系人：于秀

客服电话：4000-899-100

公司网址：www.yibaijin.com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9号高地中心 1101室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花照壁西顺街 399 号 1 栋 1 单

元龙湖西宸天街 B座 1201号

法定代表人：于海锋

电话：028-8661-6229

联系人：曾健灿

客服电话： 400-080-3388

公司网址：https://www.puyifund.com/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 389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 389号

法定代表人：李剑锋

电话：025-58519534

联系人：何斌

客服电话：95386

公司网址：www.njzq.com.cn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口市南宝路 36号证券大厦 4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 23层

法定代表人：王作义

电话：0755-83025693

联系人：刘萍

客服电话：95372

公司网址：www.jyzq.cn/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东康宁

街北 6号楼 5楼 503

办公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东康宁

街北 6号楼 5楼 503

法定代表人：温丽燕

电话：0371-85518395

联系人：高培

客服电话：4000555671

公司网址：www.hgccpb.com

如本次募集期间，新增非直销销售机构，将另行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调整销售机构。

（四）登记机构

名称：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号

法定代表人：刘辉

电话：（0755）83196445

传真：（0755）83196436

联系人：宋宇彬

（五）律师事务所与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56号华夏银行大厦 14楼

负责人：廖海

电话：（021）51150298

传真：（021）51150398

经办律师：刘佳、张雯倩

联系人：刘佳

（六）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号外滩中心 30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付建超

电话：021-6141� 8888

传真：021-6335� 0177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芳、罗佳

联系人：汪芳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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