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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月汽车产量为 233,855辆，同比增长 5.16%，1-11月累计产量为 1,870,150辆，同比增长 3.09%；11月汽车销量为 224,136辆，同比增长 2.98%，1-11月累计销量为 1,910,716 辆，

同比增长 4.14%。 各主要投资企业产销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87,632 85,163 2.90% 692,744 721,516 -3.99% 77,709 86,314 -9.97% 701,864 724,505 -3.13%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84,826 78,280 8.36% 720,101 683,390 5.37% 85,000 77,400 9.82% 729,477 692,849 5.29%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35,161 36,269 -3.05% 279,281 252,787 10.48% 35,572 33,383 6.56% 292,050 262,339 11.33%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 15,134 7,617 98.69% 104,933 52,504 99.86% 15,035 7,190 109.11% 105,655 52,238 102.26%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
汽车有限公司 2,350 5,028 -53.26% 15,735 34,084 -53.83% 1,829 3,655 -49.96% 18,747 35,337 -46.95%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7,315 9,215 -20.62% 53,221 66,058 -19.43% 7,712 9,008 -14.39% 58,994 64,020 -7.85%

其他 1,437 811 77.19% 4,135 3,816 8.36% 1,279 704 81.68% 3,929 3,409 15.25%

汽车合计 233,855 222,383 5.16% 1,870,150 1,814,155 3.09% 224,136 217,654 2.98% 1,910,716 1,834,697 4.14%

其中：新能源汽车 18,255 9,422 93.75% 122,820 67,182 82.82% 17,757 9,083 95.50% 123,507 71,490 72.76%

节能汽车 31,241 20,545 52.06% 253,200 193,457 30.88% 31,322 22,614 38.51% 258,198 187,463 37.73%

五羊－本田摩托
（广州）有限公司 76,731 86,613 -11.41% 760,583 706,403 7.67% 74,833 80,912 -7.51% 760,070 714,889 6.32%

产品类别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乘用车 233,732 221,588 5.48% 1,867,535 1,810,985 3.12% 223,946 216,953 3.22% 1,908,082 1,831,919 4.16%

轿车 112,680 103,378 9.00% 887,656 875,445 1.39% 112,070 102,681 9.14% 901,552 887,699 1.56%

MPV 12,059 13,650 -11.66% 142,760 98,423 45.05% 12,122 13,785 -12.06% 146,162 100,910 44.84%

SUV 108,993 104,560 4.24% 837,119 837,117 0.00% 99,754 100,487 -0.73% 860,368 843,310 2.02%

商用车 123 795 -84.53% 2,615 3,170 -17.51% 190 701 -72.90% 2,634 2,778 -5.18%

汽车合计 233,855 222,383 5.16% 1,870,150 1,814,155 3.09% 224,136 217,654 2.98% 1,910,716 1,834,697 4.14%

注：1. 其他含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
2. 产销快报为未经审计数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7 日

中邮淳悦 39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 12月 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邮淳悦 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邮淳悦 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856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 7月 3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邮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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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以及《中邮淳悦 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邮淳悦 39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 12月 3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 2021年度第二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邮淳悦 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A 中邮淳悦 39 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8560 008561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119 1.0088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45,310,206.95 28.15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000 0.0700
注： 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指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

低数。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 12月 10日

除息日 2021年 12月 10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 12月 1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
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无红利再投资事项。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
收问题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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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现金分红款将于 2021年 12月 14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58511618、400-880-1618（固定电话、移动电

话均可拨打）网站：www.post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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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8 日

中邮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 12月 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邮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邮纯债丰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008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 11月 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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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以及《中邮纯债丰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邮纯债丰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 12月 3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 2021年度第二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邮纯债丰利债券 A 中邮纯债丰利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0086 010087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1.0262 1.0247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元） 5,485,534.19 18,901.23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900 0.0800
注： 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指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

低数。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 12月 10日
除息日 2021年 12月 10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 12月 1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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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2021 年 12 月 10 日除权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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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13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产生的基金份额
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21年 12月 14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
收问题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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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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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
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如需变更分红方式，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的交易时间内（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变更手续。 本次

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 2021年 12月 10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4、请各位投资者核对开户信息,若需补充或更改,请及时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或到原开户

网点变更相关资料。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58511618、400-880-1618（固定电话、移动电

话均可拨打）网站：www.post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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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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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圆通速递（代码 600233）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投资圆通速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
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限售期

博时价值臻选持有期混合 1,068,376.00 14,999,999.04 1.10% 16,442,306.64 1.21% 6个月

博时成长优势混合 1,780,627.00 25,000,003.08 0.96% 27,403,849.53 1.05% 6个月

博时成长领航混合 5,698,006.00 80,000,004.24 0.92% 87,692,312.34 1.01%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2021年 12月 6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8 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变更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保
留位数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

公告
为了更好地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经与各托管人协商一致，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决定自 2021 年 12 月 8 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变更基金份额净值小数
点保留位数，由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保留 3位修改为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保留 4 位，并对相关法律文
件中涉及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保留位数的内容进行了修订。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涉及修改的基金名单

基金全称 基金主代码 成立日

博时安丰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515 2013/07/29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050106 2005/08/24

博时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513 2011/06/10

博时裕弘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96 2016/06/17

博时裕景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19 2016/04/28

二、 修订内容：

1、 博时安丰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修订对照

章节 修改前基金合同 修改后基金合同

第七部分
基金份额
的申购与
赎回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
1、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3 位，小数点
后第 4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
担。 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按照基金
合同约定公告。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当
延迟计算或公告。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
1、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小数点
后第 5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
担。 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按照基金
合同约定公告。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当
延迟计算或公告。

第十五部
分 基金资
产估值

四、估值程序
1、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基金资产净值
除以当日该类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精确到 0.001 元，
小数点后第 4位四舍五入。

四、估值程序
1、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基金资产净值
除以当日该类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 精确到 0.0001
元，小数点后第 5位四舍五入。

第十五部
分 基金资
产估值

五、估值错误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
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及时性。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
数点后 3 位以内(含第 3 位)发生估值错误时，视为基金份
额净值错误。

五、估值错误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
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及时性。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
数点后 4 位以内(含第 4 位)发生估值错误时，视为基金份
额净值错误。

第二十五
部分 基金
合同内容
摘要

修改同上文 修改同上文

章节 修改前托管协议 修改后托管协议

八 、 基金
资产净值
计算和会
计核算

（一）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
1、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复核的时间和程序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
基金份额净值是指基金资产净值除以基金份额总数，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1元，小数点后第四位四舍五
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
1、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复核的时间和程序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
基金份额净值是指基金资产净值除以基金份额总数，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01 元，小数点后第五位四舍
五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八 、 基金
资产净值
计算和会
计核算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
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及时性。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
数点后 3 位以内(含第 3 位)发生差错时，视为基金份额净
值错误。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
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及时性。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
数点后 4 位以内(含第 4 位)发生差错时，视为基金份额净
值错误。

2、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修订对照

章节 修改前基金合同 修改后基金合同

十 四 、 基
金资产的
估值

（八）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确认及处理方式
基金份额净值以元为单位，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精确到小
数点后 3位，小数点后第 4位四舍五入。 国家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当基金资产的估值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3位以内（含第 3位）发生差错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误。

（八）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确认及处理方式
基金份额净值以元为单位，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精确到小
数点后 4位，小数点后第 5位四舍五入。 国家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当基金资产的估值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4位以内（含第 4位）发生差错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误。

章节 修改前托管协议 修改后托管协议

八 、 基金
资产净值
计算和会
计核算

（二）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复核与完成的时间及程序
1.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金额。
基金份额净值是指基金资产净值除以基金份额总数，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1元，小数点后第四位四舍五
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每工作日分别计算本基金 A 类和 B 类基金资
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并按规定分别公告。
3.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3位以内 (含第 3 位) 发生差错
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误。

（二）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复核与完成的时间及程序
1.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金额。
基金份额净值是指基金资产净值除以基金份额总数，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01 元，小数点后第五位四舍
五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每工作日分别计算本基金 A 类和 B 类基金资
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并按规定分别公告。
3.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4位以内 (含第 4 位) 发生差错
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误。

3、 博时稳健回报债券型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修订对照

章节 修改前基金合同 修改后基金合同

三、 基金的
基本情况

（三）基金的运作方式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在最初的 3 年内裕祥 A 每 6 个月
开放一次申购、赎回业务，并且在开放日裕祥 A 的基金份额
净值大于 1.000元时，折算成 1.000 元；裕祥 B 封闭运作。 3
年届满后，本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

（三）基金的运作方式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在最初的 3 年内裕祥 A 每 6 个月
开放一次申购、赎回业务，并且在开放日裕祥 A 的基金份额
净值大于 1.0000元时，折算成 1.0000 元；裕祥 B 封闭运作。
3年届满后，本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

四、 基金份
额 分 级 与
资 产 及 收
益 的 计 算
规则

（一）基金份额的分级规则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 年内，裕祥 A 每 6 个月打开一
次申购赎回， 并且在裕祥 A 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 1.000 元
时，折算成 1.000元；裕祥 B封闭运作，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和交易， 初始的裕祥 B份额持有人或二级市场投资者可
以在市场内交易裕祥 B。
在裕祥 A的每次开放日， 并且裕祥 A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
1.000元时， 基金管理人将对裕祥 A进行基金份额折算，裕
祥 A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元，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的裕祥 A份额数按折算比例相应增加。因此，在裕祥 A的开
放日，如果裕祥 A 没有赎回或者净赎回份额极小，裕祥 A、
裕祥 B在该次开放日后的份额配比可能会出现大于 8:2 的
情形；如果裕祥 A 的净赎回份额较多，裕祥 A、裕祥 B 在该
次开放日后的份额配比可能会出现小于 8:2的情形。

（一）基金份额的分级规则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 年内，裕祥 A 每 6 个月打开一
次申购赎回， 并且在裕祥 A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 1.0000元
时，折算成 1.0000 元；裕祥 B 封闭运作，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和交易， 初始的裕祥 B份额持有人或二级市场投资者
可以在市场内交易裕祥 B。
在裕祥 A的每次开放日， 并且裕祥 A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
1.0000元时，基金管理人将对裕祥 A进行基金份额折算，裕
祥 A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0元，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裕祥 A份额数按折算比例相应增加。 因此， 在裕祥 A
的开放日，如果裕祥 A没有赎回或者净赎回份额极小，裕祥
A、 裕祥 B在该次开放日后的份额配比可能会出现大于 8:2
的情形；如果裕祥 A 的净赎回份额较多，裕祥 A、裕祥 B 在
该次开放日后的份额配比可能会出现小于 8:2的情形。

四、 基金份
额 分 级 与
资 产 及 收
益 的 计 算
规则

（三）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3 位，小数点后第 4
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三）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小数点后第 5
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四、 基金份
额 分 级 与
资 产 及 收
益 的 计 算
规则

（四）裕祥 A和裕祥 B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1、J日裕祥 A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如果 J日闭市后的基金资产净值大于或等于“1.000元乘以
J日裕祥 A 的份额余额加上 J 日全部裕祥 A 份额的累计每
日约定收益之和”
2、K日裕祥 A和裕祥 B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如果 K日闭市后的基金资产净值大于或等于“1.000 元乘以
K 日裕祥 A 的份额余额加上 K 日全部裕祥 A 份额的累计
每日约定收益之和”

（四）裕祥 A和裕祥 B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1、J日裕祥 A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如果 J日闭市后的基金资产净值大于或等于“1.0000元乘以
J日裕祥 A 的份额余额加上 J 日全部裕祥 A 份额的累计每
日约定收益之和”
2、K日裕祥 A和裕祥 B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如果 K日闭市后的基金资产净值大于或等于“1.0000 元乘
以 K 日裕祥 A 的份额余额加上 K 日全部裕祥 A 份额的累
计每日约定收益之和”

四、 基金份
额 分 级 与
资 产 及 收
益 的 计 算
规则

（五）裕祥 A和裕祥 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计算
T日裕祥 A和裕祥 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公式如下：
如果 T日闭市后的基金资产净值大于或等于“1.000 元乘以
T日裕祥 A的份额余额加上 T日全部裕祥 A 份额的累计每
日约定收益之和”

（五）裕祥 A和裕祥 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计算
T日裕祥 A和裕祥 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公式如下：
如果 T日闭市后的基金资产净值大于或等于“1.0000 元乘
以 T 日裕祥 A 的份额余额加上 T 日全部裕祥 A 份额的累
计每日约定收益之和”

六、 裕祥 A
基 金 份 额
的折算

（二）折算条件
在裕祥 A的每一个折算基准日， 如果折算前的裕祥 A的基
金份额净值大于 1.000元，则进行基金份额折算；折算后，裕
祥 A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元。 否则，裕祥 A不进行
基金份额折算。

（二）折算条件
在裕祥 A的每一个折算基准日， 如果折算前的裕祥 A的基
金份额净值大于 1.0000 元，则进行基金份额折算；折算后，
裕祥 A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0 元。 否则，裕祥 A 不
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六、 裕祥 A
基 金 份 额
的折算

（五）折算方式
折算日日终， 如果折算前的裕祥 A 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
1.000元， 则裕祥 A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元， 折算
后，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裕祥 A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
相应增加。
裕祥 A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裕祥 A的折算比例＝折算日折算前裕祥 A 的基金份额净值/
1.000

（五）折算方式
折算日日终， 如果折算前的裕祥 A 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
1.0000元，则裕祥 A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0元，折算
后，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裕祥 A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
相应增加。
裕祥 A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裕祥 A的折算比例＝折算日折算前裕祥 A 的基金份额净值/
1.0000

八、 基金份
额 的 上 市
与交易、申
购、赎回与
转换

（三）基金合同生效后 3年期届满并进行基金转换后的申购
与赎回
7、申购费用和赎回费用
（1）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3 位，小数点
后第 4位四舍五入，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
担。 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公告。 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当延
迟计算或公告。

（三）基金合同生效后 3年期届满并进行基金转换后的申购
与赎回
7、申购费用和赎回费用
（1）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小数点
后第 5位四舍五入，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
担。 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公告。 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当延
迟计算或公告。

第 十 六 部
分 基金资
产估值

（五）估值程序
1、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基金资产净值
除以当日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精确到 0.001 元，小数
点后第四位四舍五入。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估值程序
1、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基金资产净值
除以当日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精确到 0.0001 元，小数
点后第五位四舍五入。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 十 六 部
分 基金资
产估值

（六）估值错误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确
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及时性。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
后 3位以内(含第 3位)发生估值错误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
错误。

（六）估值错误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确
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及时性。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
后 4位以内(含第 4位)发生估值错误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
错误。

第 二 十 七
部分 基金
合 同 内 容
摘要

修改同上文 修改同上文

章节 修改前托管协议 修改后托管协议

八、 基金资
产 净 值 计
算 和 会 计
核算

（一）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复核与完成的时间及程序
1、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
基金份额净值是指基金资产净值除以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1 元，小数点后第四位四舍五
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复核与完成的时间及程序
1、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
基金份额净值是指基金资产净值除以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01元，小数点后第五位四舍五
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八、 基金资
产 净 值 计
算 和 会 计
核算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
1、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3 位以内(含第 3 位)发生差错
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误。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
1、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4 位以内(含第 4 位)发生差错
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误。

4、 博时裕弘纯债债券型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修订对照

章节 修改前基金合同 修改后基金合同

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
的申购与
赎回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
1、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3 位，小数点
后第 4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
担。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
1、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小数点
后第 5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
担。

第十四部
分 基金资
产估值

四、估值程序
1、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基金资产净值
除以当日该类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精确到 0.001 元，
小数点后第 4位四舍五入。

四、估值程序
1、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基金资产净值
除以当日该类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 精确到 0.0001
元，小数点后第 5位四舍五入。

第十四部
分 基金资
产估值

五、估值错误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
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及时性。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
数点后 3 位以内(含第 3 位)发生估值错误时，视为基金份
额净值错误。

五、估值错误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
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及时性。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
数点后 4 位以内(含第 4 位)发生估值错误时，视为基金份
额净值错误。

章节 修改前托管协议 修改后托管协议

八 、 基金
资产净值
计算和会
计核算

（一）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复核的时间和程序
1.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金额。基
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交易日闭市后，基金资产净值除以
当日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精确到 0.001元，小数点后
第四位四舍五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复核的时间和程序
1.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金额。基
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交易日闭市后，基金资产净值除以
当日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精确到 0.0001 元，小数点
后第四位四舍五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八 、 基金
资产净值
计算和会
计核算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
1.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3 位以内(含第 3 位)发生差错
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误。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
1.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4 位以内(含第 4 位)发生差错
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误。

5、 博时裕景纯债债券型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修订对照

章节 修改前基金合同 修改后基金合同

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
的申购与
赎回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
1、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3 位，小数点
后第 4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
担。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
1、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小数点
后第 5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
担。

第十四部
分 基金资
产估值

四、估值程序
1、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基金资产净值
除以当日该类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精确到 0.001 元，
小数点后第 4位四舍五入。

四、估值程序
1、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基金资产净值
除以当日该类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 精确到 0.0001
元，小数点后第 5位四舍五入。

第十四部
分 基金资
产估值

五、估值错误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
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及时性。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
数点后 3 位以内(含第 3 位)发生估值错误时，视为基金份
额净值错误。

五、估值错误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
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及时性。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
数点后 4 位以内(含第 4 位)发生估值错误时，视为基金份
额净值错误。

章节 修改前托管协议 修改后托管协议

八 、 基金
资产净值
计算和会
计核算

（一）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复核的时间和程序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金额。
基金份额净值是指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基金份额总
数，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1 元，小数点后第 4
位四舍五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复核的时间和程序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金额。
基金份额净值是指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基金份额总
数，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01 元，小数点后第 5
位四舍五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八 、 基金
资产净值
计算和会
计核算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
1.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3 位以内(含第 3 位)发生差错
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误。

（三）基金份额净值错误的处理方式
1.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4 位以内(含第 4 位)发生差错
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误。

三、其他注意事项
上述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无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 上述五

只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修改自 2021年 12月 8 日起生效。 上述五只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根据
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同步修改。 自该日起，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按新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方法处理
投资者的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申请。

投资者可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或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相关
情况。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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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交资本受让振华重工所持中交租赁

21%股权所涉关联交易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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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为约 20.76 亿元，未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的

比例，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过去 12个月内，根据《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指引》，需要累计计算的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

行的关联交易为 104.97亿元。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涉及需累计计算的金额

合计约为 125.73亿元， 扣除按照与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且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按照出资额
比例出资的关联交易金额 55.29亿元之后为 70.44亿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
该等关联交易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释义
1 振华重工 指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关联人
2 中交集团 指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
3 中交资本 指 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公司附属子公司
4 中交租赁 指 中交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公司附属子公司
5 中和物产 指 中和物产株式会社，公司附属子公司
6 中交国际 指 中交国际（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公司附属子公司
7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8 《关联交易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中交资本拟收购振华重工所持的中交租赁 21%股权，交易由两部分构成：首先由中交租赁以未分

配利润 7 亿元转增注册资本，各股东同比例增资，增资后中交租赁注册资本由 50 亿元增至 57 亿元，
涉及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4.9亿元。 增资完成后，中交资本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收购振华重工所持中交
租赁 21%股权， 交易对价约为 15.26 亿元。 双方约定前述股权转让的过渡期为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过渡期损益以中交租赁 2021年 6月 30 日审计报告和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为依据
确定，交易标的的过渡期损益由振华重工享有，预估约为 0.6亿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交租赁股权结构调整为：中交资本持股 66%，振华重工持股 9%，中和物产持
股 15%，中交国际持股 10%。

振华重工为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根据《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指引》的相关规定，振华重工为公
司的关联人。 本次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及股权收购构成的关联交易， 涉及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20.76亿元。

二、 关联方介绍
（一）振华重工
振华重工为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600320。 振华重工现

持有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07206953D），其基本情
况如下：

1.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2. 注册资本：526,835万元
3. 法定代表人：刘成云
4.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3470 号
5. 经营范围：设计、建造、安装和承包大型港口装卸系统和设备、海上重型装备、工程机械、工程船

舶和大型金属结构件及部件、配件；船舶修理；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自产起重机租赁业务；销售公
司自产产品等。

6. 财务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的振华重工总资产为 7,932,064 万元， 净资产为
1,457,082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2,265,514万元，净利润为 42,224万元。

三、 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和交易类别
交易标的：中交租赁 21%股权
交易类别：股权转让
（二）中交租赁的基本情况
中交租赁成立于 2014年，基本信息如下：
1. 公司名称：中交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4.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 530 号 A5库区集中辅助区三层 318室
5.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

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6. 财务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的中交租赁总资产为 4,730,644 万元， 净资产为

993,539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274,001万元，净利润为 52,67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9,478万元。

7.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25,000 45% 现金出资
2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30% 现金出资
3 中和物产株式会社 75,000 15% 现金出资
4 中交国际（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50,000 10% 现金出资
合计 500,000 100% —

（三）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
中交租赁以未分配利润 7亿元转增注册资本，各股东同比例增资，增资后中交租赁注册资本由 50

亿元增至 57亿元，涉及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4.9亿元。
（四）本次股权转让
1. 本次股权转让的内容
中交资本将收购振华重工所持的中交租赁 21%股权，转让完成后，中交资本将持有中交租赁 66%

股权， 振华重工持有中交租赁 9%股权。 经转受让双方协商一致， 双方一致同意约定转让过渡期为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 过渡期损益以中交租赁 2021 年 6 月 30 日审计报告和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为依据确定，交易标的的过渡期损益由振华重工享有，预计不超过 6,000 万元。

2.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
本次转让价格将根据中交租赁经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 根据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 010491号），采用收益法，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
准日，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705,830.80 万元（含永续债）， 评估后的中交租赁股东全部权益为
826,600 万元，评估增值 120,769.20 万元，增值率 17.11%。 若永续债完全按照负债考虑，则不含永续债
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726,800 万元， 以此确定中交资本受让 21%股权对应交易对价为 152,628
万元。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进展：待本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以及振华重工按照公司章程完成决策后，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2. 协议签约方：中交资本（甲方）、振华重工（乙方）。
3. 交易标的：中交租赁 21%股权。
4. 交易价格：以第三方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基准，对应振华重工持有中交租赁 21%股权的转让

价格为 152,628万元。
5. 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中交资本应将转让款一次性支付至振华

重工银行账户。
6. 其他约定：经双方约定，过渡期损益（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期间，即：2021年 7月 1日-

2021年 12月 31日）以标的公司 2021年度审计报告和 2021年 6月 30 日审计报告作为过渡期损益确
定依据，标的股权在过渡期内的损益由转让方振华重工享有，预估约为 6,000 万元。

四、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资本受让振华重工所持中交租赁

21%股权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王海怀先生、刘翔先生、
刘茂勋先生进行了回避，公司其余 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
十九次会议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已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该交易
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予以同意。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交租赁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融资租赁与商业保理服务，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务

支持。 本次收购中交租赁的股权，有利于进一步增加控制力，支持中交租赁业务拓展，并有效避免因关
连附属公司性质导致的关连交易合规要求及风险，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

六、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资本受让振华重工所

持中交租赁 21%股权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公正，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有利于公

司集中主业，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三）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

是非关联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 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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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投资者对四公局、

中交城投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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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的附属公司四公局、中交城投（上述 2家公司合并或单独称为标的公司）拟引进工银投资、

中银投资、国寿资产（上述 3 家公司合并或单独称为投资者）合计增资总规模 38 亿元，增资资金用于
清偿标的公司及其合并报表附属企业的债务。

● 本次交易是公司实施市场化债转股，从而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的举措，符合国
家相关政策导向及公司发展目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公司不参与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作为标的公司控股股东，仍然拥有对 2家
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增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释义

1 四公局 指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2 中交城投 指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3 工银投资 指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4 中银投资 指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5 国寿资产 指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 交易概述
(一)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贯彻落实公司“降杠杆、减负债”工作要求，公司附属的四公局和中交城投引进工银投资、中银

投资、国寿资产 3 家专业化债转股机构对上述 2 家标的公司合计增资总规模约 38 亿元，增资资金用
于清偿标的公司及其合并报表附属企业的债务。 其中工银投资、中银投资以货币方式向四公局分别增
资 10 亿元，增资完成后工银投资和中银投资分别持有四公局 3.69%股权；工银投资和国寿资产分别以
货币方式向中交城投增资 10 亿元、8 亿元，增资完成后工银投资持有中交城投 5.28%股权，国寿资产
持有中交城投 4.23%股权。

公司不参与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作为 2 家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对标的公司的
实际控制权不变。

(二) 履行决策程序的情况
2021年 12月 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公局、中交城投 2 家单

位开展债转股业务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投资者的情况介绍
(一) 工银投资
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MA1R80HU09
法定代表人 冯军伏
注册资本 2,7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滨路 211号江北新区扬子科创中心一期 B幢 19-20层

经营范围 主要开展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依法依规面向合格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债转股，发行
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债转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 2017-09-26 至 无固定期限
2. 股东情况
工银投资唯一股东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工银投资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4.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工银投资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456 亿元，净资产为 151 亿元，营业收入

47亿元，净利润 11亿元。
(二) 中银投资
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MA018TBC9L
法定代表人 黄党贵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号 C座 15层

经营范围 突出开展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依法依规面向合格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债转
股；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债转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 2017-11-16 至 无固定期限
2. 股东情况
中银投资唯一股东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中银投资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4.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中银投资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787亿元，净资产为 111 亿元，营业收入 10

亿元，净利润 9亿元。
(三) 国寿资产
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2101M
法定代表人 王军辉
注册资本 2,7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7号中国人寿中心 14至 18层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
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经营期限 2003-11-23 至 无固定期限
2. 股东情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国寿资产 60%的股权，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持有国寿资产

40%的股权。

3.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国寿资产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4.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国寿资产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37亿元，净资产为 122 亿元，营业收入 43

亿元，净利润 21亿元。
三、 标的公司及本次增资的相关情况
(一) 基本情况
1. 四公局

企业名称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23202XN
法定代表人 蔡彬
注册资本 193,948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 114号
经营范围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专业承包等。
经营期限 2006-10-17 至 2106-10-16

2. 中交城投
企业名称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337901795H
法定代表人 芮捷
注册资本 371,000万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港前大道南 162号中华总商会大厦 16层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实业投资，境内外交通、市政、环保、造地工程等基础设施投资等。
经营期限 2015-05-18 至 无固定期限

(二) 主要财务指标
1. 四公局（合并口径）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 2019年末 2020年末
资产总额 3,373,299.29 5,207,157.08 6,919,063.50
负债总额 2,854,350.34 4,270,103.45 5,511,086.50
所有者权益 518,948.95 937,053.63 1,407,976.99
项目 2018年 1-12月 2019年 1-12月 2020年 1-12月
营业总收入 3,147,118.44 3,719,980.76 4,378,264.69
净利润 105,365.07 116,987.18 175,446.88

2. 中交城投（合并口径）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 2019年末 2020年末
资产总额 2,733,709.84 3,258,899.53 4,469,409.76
负债总额 1,980,313.05 2,347,451.24 3,203,426.34
所有者权益 753,396.79 911,448.30 1,265,983.41
项目 2018年 1-12月 2019年 1-12月 2020年 1-12月
营业总收入 456,150.01 1,088,552.73 1,193,501.89
净利润 111,925.70 165,403.99 200,733.51

(三) 本次增资方案
1. 四公局
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1）第 10993

号），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分别进行了评估，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四公局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1,111,580.40 万元， 评估价值为
2,541,073.85万元，增值额为 1,429,493.44万元，增值率为 128.60%。

增资后四公局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注册资本金

增资前
持股比例

增资
金额

增资后
注册资本金

增资后
持股比例

增资
形式

公司 155,000.00 79.92% 155,000.00 74.02%
交银投资 19,473.99 10.04% 19,473.99 9.30%
建信投资 19,473.99 10.04% 19,473.99 9.30%
工银投资 100,000 7,737.48 3.69% 货币
中银投资 100,000 7,737.48 3.69% 货币
合计 193,947.98 100.00% 200,000 209,422.95 100.00%

注：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差额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2. 中交城投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1）第 2165 号），评估

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分别进行了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为评估基准日， 中交城投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3,051,748.29 万元， 评估价值为
4,050,037.08万元，增值额为 998,288.79万元，增值率为 32.71 %。

增资后中交城投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注册资本金

增资前
持股比例

增资
金额

增资后
注册资本金

增资后
持股比例 增资形式

公司 371,000.00 100% 371,000.00 90.49%

工银投资 100,000 21,652.86 5.28% 货币

国寿资产 80,000 17,322.29 4.23% 货币

合计 371,000.00 100.00% 180,000 409,975.14 100.00%

注：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差额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四) 相关履约安排
1. 投资预期收益率：预期投资收益率为 5.6%/年。 收益主要来源于标的公司的年度分红。
2. 标的公司治理机制：本次债转股业务四公局不再新增外部董事。 中交城投为首次开展债转股，

预计投资者将向中交城投派驻董事 1名。 投资者向标的公司派驻董事的具体安排将根据实际投资情
况确定。

3. 投资期限和退出路径：投资期限为 5年，到期后可协商一致继续持有，或者公司行使收购权、资
产重组交易、公司协助转让等方式退出，并灵活设置提前退出安排。

4. 特殊情形的处置安排：如约定期限届满或者标的公司触发特殊事件（年度分红不足预期收益、
资产负债率超限、标的公司破产清算等），公司未能收购其股权，则公司应于约定期限内完成协助转让
及差额补足（如需），如未能完成协助转让的，投资机构的分红率跳升，每年跳升 100BP，累计不超过
300BP。

四、 本次债转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开展债转股业务，引入长期权益性资金，并将资金专项用于偿还带息负债。 本次债转股

可以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和带息负债规模，调整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本次债转股完成后，公司带息负
债减少，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健康发展能
力。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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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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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2月 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6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董事会 7名董事对所议事项进行了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
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董事会议事清单（2021年版）＞的议案》
同意印发实施《中国交建董事会议事清单（2021年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印发实施《中国交建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总裁办公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印发实施《中国交建总裁办公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总裁办公会议事目录清单（2021年版）＞的议案》
同意印发实施《中国交建总裁办公会议事目录清单（2021年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所出资企业董事会工作规则（试行）＞的议案》
同意印发实施《中国交建所出资企业董事会工作规则（试行）》。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所出资企业董事会议事规则指引＞等 5项指引的议案》
同意印发实施《中国交建所出资企业董事会议事规则指引》等 5项指引。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关于落实子企业董事会职权的工作方案＞的议案》
同意印发实施《中国交建关于落实子企业董事会职权的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对所属企业授权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同意印发实施《中国交建对所属企业授权管理办法（试行）》。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 审议通过《关于中交资本受让振华重工所持中交租赁 21%股权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一) 同意中交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简称中交租赁）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方式将其注册资本由 50 亿

元增至 57亿元。
(二) 同意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受让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振华重工）所持中

交租赁 21%股权，考虑过渡期损益下交易对价合计约 15.86亿元。
(三) 振华重工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根据《上

市规则》和《关联交易指引》的相关规定，振华重工为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及
股权转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20.76亿元。

(四)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发表独立意见。
(五)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王海怀先生、刘翔先生、刘茂勋先生已回避

表决。
(六)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中交资本受让振

华重工所持中交租赁 21%股权所涉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十、 审议通过《关于四公局、中交城投开展债转股业务的议案》
(一) 同意公司附属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简称四公局）以增资扩股还债模式开展债转股

业务，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引入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工银投资）、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简称中银投资）对四公局进行现金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四公局注册资本金拟由 19.39 亿元增至
20.94亿元，工银投资和中银投资各持有四公局 3.69%的股权。

(二) 同意公司附属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交城投）以增资扩股还债模式开展债转股
业务，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引入工银投资和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国寿资产）对中交城投进
行现金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交城投注册资本金拟由 37.10 亿元增至约 41亿元，工银投资持有中
交城投 5.28%的股权，国寿资产持有中交城投 4.23%的股权。

(三) 该 事 项 的 详 细 情 况 请 参 见 公 司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www.sse.com.cn）发
布的关于引进投资者对四公局、中交城投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交建阿曼分公司的议案》
同意设立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阿曼分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 Branch.（Oman）(最终以在当地注册名称为准)，注册地：阿曼杜库姆经济特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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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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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2月 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12

月 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 3名。 监事会 3名监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
行了认真审议，对所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交资本受让振华重工所持中交租赁 21%股权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并
形成如下决议：

一、 同意中交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简称中交租赁）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方式将其注册资本由 50 亿元
增至 57亿元。

二、 同意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受让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振华重工）所持中
交租赁 21%股权，考虑过渡期损益下交易对价合计约 15.86亿元。

三、 振华重工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根据《上市规则》和《关联
交易指引》的相关规定，振华重工为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及股权转让事项构
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20.76亿元。

四、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中交资本受让振
华重工所持中交租赁 21%股权所涉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12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