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3 月 23 日，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破产重

整申请，同时指定四川豪诚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2015年 8月 26日，人民法院裁定对华通公司

进行重整。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相关规定，面向全球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现就本次

招募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企业概况
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 31 日，住所地：四川省安岳县石桥铺镇安岳工业园，法定代表

人：郭辉，注册资本 5147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加工、制造、销售水果制品（水果干制品），饮料（果汁及蔬菜

汁类）；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收购、销售柠檬；销售家庭用品；房屋建筑；房地产开发经营；进出口贸易

（按商务部核定范围经营）。

华通公司主要产业为柠檬深加工，产业园占地 500 余亩，被列为四川省“十一五优势产业整合与发展规划”

中重点发展的 35户农产品加工企业之一，是安岳县农业产业化重点企业。

二、重整投资人条件
重整投资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二）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重整投资；

（三）拥有与华通公司经营范围相适应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能力。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资人可联合参与本次重整投资人招募活动。

三、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
(一）企业法人投资人需提交的材料：

1、重整投资意向书（需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

2、股东会作出的参与本次重整投资招募活动的决议（需提供原件）；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均须加盖企业公章，报名

时需提供副本原件审核）；

4、企业前三年财务报表以及本年度截至 2015年 8月 31日的财务报表（须加盖企业财务章和公章）；

5、良好商业信誉的证明、与重整投资规模相匹配的资信证明及履约能力证明；

6、载明受托人姓名、联系方式、职务、授权范围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

7、管理人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二）自然人投资人需提交的材料：

1、重整投资意向书（须本人签名捺印）；

2、本人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须本人签名捺印，报名时需提供原件审核）；

3、本人征信证明及具有履约能力的证明文件；

4、本人履历介绍及证明文件；

5、委托他人办理相关事宜的，提交载明受托人姓名、联系方式、职务、授权范围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

身份证明。

（三）管理人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资人联合参与本次招募活动的，需提交相应的合作协议书，且各投资人均须按以上要

求提交材料。

四、报名注意事项
（一）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5年 10月 30日 17:00时止。

（二）报名地点：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工业园区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司（新厂）。

（三）有意向参与重整的投资人，可致电详询报名具体要求及事宜。管理人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确定入围

重整投资人。

联系人：周兵

联系电话：028-24584178或 18982957786

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5年9月15日

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

招募公告

2015年9月18日 星期五 11证券·公司

本报武汉 9 月 17 日电 记者何川报道：在今天召开
的第八届国际玉米产业大会上，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
理朱丽红表示，大商所玉米期货今年以来成交活跃，参与
者数量增长显著，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目前大商所正围
绕玉米产业链，大胆探索场外期权服务“三农”等创新服
务模式。

玉米期货是大商所首批挂牌交易的重要品种之一。
今年以来，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市场各方积极参与，玉米
期货交易日渐活跃。今年 1 至 8 月份，玉米期货合约总
计成交（单边）1222 万手，同比增长 99%；成交额 2724 亿
元，同比增长 88%；年度日均持仓 29 万手，同比增长
33%。从投资者参与情况看，今年参与玉米期货交易的
法人户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28%。

朱丽红表示，长期以来，大商所紧密围绕玉米相关产
业链，不断加大品种、业务创新力度，深入拓展产业服务，
开展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
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快研发新品种。根据市场需求，围绕玉米品
种向养殖、深加工等产业延伸，2013 年推出了鸡蛋期货，
2014 年推出了玉米淀粉期货，目前正在积极研究冻猪肉
期货，这些品种的上市都将为玉米及相关产业上下游企

业提供更为完备的避险工具。
二是稳步推出新工具。目前，大商所正大力推进期权

市场建设，豆粕期权上市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豆粕期
权推出后，将为饲料养殖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避险工具，
同时也将为推出玉米等其他品种的期权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大胆探索服务“三农”新模式。去年以来，大商
所与相关期货公司合作，探索开展了场外期权服务”三
农”试点项目，初步实现了促进农民增收、稳定合作社经
营和专业机构获取合理收益等多方共赢的目标。今年 8
月份，大商所积极推动保险公司、期货公司和涉农企业共
同参与，推出了国内首单基于大商所期货价格的玉米、鸡
蛋价格保险。据悉，今后大商所将稳步推进相关试点，通
过探索服务“三农”、促进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全面提升市
场服务的水平和效果。

从玉米产业来看，我国玉米的主要用途有以下三部
分：饲料消费约占总消费的 60%；玉米深加工消费量约
占 30%；食用及种用约占 10%。今年我国玉米种植面积
有所增加，产量将达到历史较高水平，临时收储玉米量也
有望创出历史新高。截至目前，我国临时玉米结余量在
1.5 亿吨的水平，加上社会库存和各种储备，社会总库存
预计将超过 1.7亿吨，相当于我国一年的玉米消费量。

提示：本版投资建议仅供参考

本版编辑 陆 敏 夏 青

纸黄金是个人凭证式账户黄金的简称，是商业银
行发行的一种黄金投资品种。纸黄金交易又称为“记
账黄金交易”，即不做现货黄金交割的账面黄金交易。
与投资实物黄金一样，纸黄金也是投资黄金的一种方
式，具有长期保值、博取差价收益等功能。

目前，大部分银行已推出了既可以做多，又可以做
空的纸黄金。纸黄金的投资方式也相对简单，通过银
行开通纸黄金账户，然后在账户中买入卖出就可以实
现操作。

纸黄金投资具有三大特点：首先，作为记账式黄
金，可以省去不少存储成本，也为投资人的变现提供便
利。简单来说，投资人购买实物金后，需要进行保存与
存储，在亟需变现时，需要鉴别真金与否，而纸黄金用
国际现货黄金价格以及由此换算来的人民币标价，省
去了投资真金的不便之处。

此外，纸黄金可全天24小时不间断交易，与国际
金价紧密挂钩。价格波动较大时，投资者可以用夜晚

闲暇时间进行交易。纸黄金采用T+0的交易方式，即
当天可实现多次买卖，并提供了人民币金与美元金两
种交易模式，为人民币与外币的理财提供了方便。

黄金作为一种避险资产，长期来看，具有较强的规
避资产贬值和恶性通胀的功能，因此可以作为投资者
对冲风险的一种手段。纸黄金的投资策略大致可以分
为两种：一种策略是按照总投资资金的一定比例买入
纸黄金，来对冲股票等高风险投资的系统性风险，这种
策略一般是分批买入，长线持有；另一种策略则倾向于
价格投机，即通过分析基本面与技术面的变化，来预测
黄金价格的中短期涨跌，从而高位卖出，低位买入，投
资者可在价格的波动中获利。

投资纸黄金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需要投资者谨慎
操作，加强防范。投资者须提高专业知识与交易水平，
还要选一个正规的交易平台，并应选择价格走势更为
规律的品种进行交易，剔除其他因素干扰。

文/温济聪

我国玉米期货成交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大商所围绕玉米产业链推动创新和服务“三农”

投资便利的纸黄金

同花顺 iFind 系统显示，截至 9 月 17 日，今年以来
538 只基金累计分红 996 次，分红总额达 678.80 亿元。
其中，交银荣祥保本混合、华夏回报二号混合、宝盈核
心优势混合 A、宝盈核心优势混合 C、华夏回报混合等
5只基金今年累计分红 10次以上，排名居前。

包含 4 只短期纯债基金、119 只中长期纯债基金在
内的 307 只固定收益类基金成为分红主力军，今年以
来共分红 653 次，累计分红 179.08 亿元。反观 2014 年
表现优异的偏股基金和普通股票型基金，今年分红的
走势并不乐观，分红次数分别同比下降至 149 次和 104
次，分红总额仅分别为 185.22 亿元和 220 亿元。而在
2014 年，偏股方向基金分红总额超过 270 亿元，占分红
总额的比例达到 81%以上。

金牛理财网研究员何法杰认为，权益类基金今年
以来的分红表现差强人意。随着市场行情转换，大类
资产配置调整，下半年固收类基金表现有望超越权益
类基金，成为基金分红的主力军。

固收市场重获青睐

基金分红是指基金将收益的一部分以现金形式派
发给投资人，这部分收益原来是基金单位净值的一部
分 。 通 俗 地 说 ，基 金 分 红 最 起 码 要 先 赚 到 钱 才 能

“分”。好买基金研究总监曾令华介绍，开放式基金并
不一定是 1 年分红 1 次，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才可分
红。比如，基金投资在卖出盈利股票后，获得收益，单
位净值大于 1 元才有条件分红。若基金投资当年出现
净亏损则不能分红。一般当年收益要首先弥补上一年
度亏损后，方可进行当年分红。此外，还要满足基金收
益分配后每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基金经理的
投资策略和招募说明书等部分条件。

由此可见，净值增加、规模变大是基金盈利、分红
的重要条件。“今年 7月份以来，固收市场重获青睐致使
固收类基金净值增加、规模上升，而权益类基金的规模
受到一定挑战。这些都成为基金分红出现品种差异的
重要原因。”知名基金研究人士田熠说。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 8 月底，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为 6.64 万亿元，其中，债
券型、货币型基金规模增加明显，货币基金的规模已占
据基金总规模的半壁江山，而债券基金在 1个月内的资
产净值规模增幅达 11.87%，相比之下，偏股基金管理规
模有所缩水。

8 月份，部分股票型基金转为混合型基金，部分指
数分级基金出现下折，偏股基金规模从 7 月末的 3.02
万亿元下降到 8 月末的 2.50 万亿元，减少 5200 多亿
元，缩水幅度为 17.21%。

反观固收类基金净值增长比较明显。以货币基金
为代表的现金管理产品、长期稳健的纯债类基金重新
受到资金青睐。货币基金成为基金份额增量的主力
军。截至 8 月末，货币基金份额达到 3.45 万亿份，资产
净值规模为 3.47 万亿元，分别较 7 月末提升了 2624.43
亿份、2479.15 亿元，增幅分别为 7.54%、7.69%。若以 6
月底为基准，货币基金的基金份额和资产净值规模的
增幅更是高达 43.60%、43.91%。另外，债券型基金也
受到市场资金青睐。截至 8 月末，债券基金规模为
4546.67 亿 元 ，比 7 月 末 增 加 482.58 亿 元 ，增 幅 达
11.87%。

以 9 月 17 日再次开启“分红模式”的天弘永利基金
为例，这只债券型基金成立以来累计收益率达 51.1%，
已分红 21 次，今年以来分红 3 次。截至 9 月 17 日，已有
170余只混合债券基金分红 330余次。

针对债基稳健的业绩表现，天弘永利基金经理姜
晓丽表示，今年 7月份以后，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对固
定收益类产品青睐有加。目前，债券牛市的格局没有
改变，但短期对债券收益率也无法预期太高。

冷静看待分红热

无论从分红次数还是从分红规模看，今年以来，基

金分红的表现都远好于去年同期，不但给基金公司带
来了更多的营销噱头，也吸引了不少投资者申购。

业内专家认为，从正面看，分红是投资者购买绩
优老基金的机会。基金的分红与持续营销对投资者
起到“安抚”作用，它类似上市公司派发红利现金，即
把可实现的收益以现金形式分配，投资者实现部分盈
利了结。

实施分红的基金，把单位净值适当降至 1 元附近，
能满足部分新的投资者购买低价基金的心理，争取到
更多客源。同时，老基金通过分红后再营销，仍可扩大
规模，弥补基金分红后数量不足导致的投资需求不
对称。

但分红并不能成为判定基金业绩好坏、进行投资
选择的全部标准。何法杰表示，分红有现金分红、分红
转投资两种方式，分红并非越多越好，投资者应选择适
合自己的分红方式。

对于开放式基金，投资者若想实现收益，通过赎回
一部分基金同样可以达到现金分红效果。基金分红与
否以及分红次数的多少，并不会对投资者的投资收益
产生明显影响。

对于封闭式基金，由于基金单位价格与基金净值
常常有异，想通过卖出基金来实现收益，有时候并不可
行。因此，分红与否是投资者选择封闭式基金的重要
考虑因素。

“总体看，基金业绩的最大标准应重点考察基金净
值增长，分红只不过是基金净值增长的兑现，有的基金
很少分红，但业绩表现很好，依然能为投资者创造财
富。”何法杰说。

份额持续攀升 净值增长明显

固定收益类基金成为分红主力
本报记者 周 琳

本报北京 9 月 17 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中国证监会
今天发布《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
的通知》称，目前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正有序进
行。截至 9 月 16 日，完成了 3577 个资金账户的清理，占全
部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账户的 64.30%。在完成清
理账户中，84.96%以取消信息系统外部接入权限并改用合
法交易的方式进行清理，1.01%账户仅余停牌股票，其他账
户已无资产余额或采取产品终止、销户等方式处理。

为确保场外配资清理整顿工作有序开展，证监会要求
各证监局应当督促证券公司根据 19 号公告的要求，仔细甄
别、确认涉嫌场外配资的相关账户。信托产品账户清理的
范围：一是在证券投资信托委托人份额账户下设子账户、分
账户、虚拟账户的信托产品账户；二是伞形信托不同的子伞
委托人（或其关联方）分别实施投资决策，共用同一信托产
品证券账户的信托产品账户；三是优先级委托人享受固定
收益，劣后级委托人以投资顾问等形式直接执行投资指令
的股票市场场外配资。

证监会还要求各证监局应当督促证券公司按既定部署
开展清理整顿工作，积极做好与客户沟通、协调，不要单方
面解除合同、简单采取“一断了之”的方式。证券公司应当
与客户协商采取多种依法合规的承接方式，可以采取将违
规账户的资产通过非交易过户、“红冲蓝补”等方式划转至
同一投资者的账户，或者取消信息系统外部接入权限并改
用合法交易方式等方法处理。

此外，对于符合业务合规性要求的证券账户，证监会表
示，各证监局应当督促证券公司持续做好客户服务。

中国证监会下发通知：

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证券业务工作
证券公司应协商采取多种承接方式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从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获悉：中
国恒天新能源汽车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日前正式落户天
津滨海高新区。中国恒天集团将投资16亿元在高新区设立
新能源汽车总部，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200亿元。

根据协议，中国恒天集团将在高新区就新能源汽车整
车开发平台及核心零部件制造、整车系统集成与生产等方
面进行投资与建设，并将中国恒天新能源汽车研究院落户
于此，围绕恒天新能源汽车“商用车起步、形成核心部件优
势、创新制造‘智能移动空间’”的“三步走”战略布局，进行
新能源汽车项目开发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资源的整合重
组，打造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项目一期预计今年 10 月开工建设，未来将形成 10 万至 20
万套的核心部件生产能力，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
200亿元。

中国恒天集团落户天津高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