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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幅震荡将成9月市场主旋律（主）

本报记者 徐伟平

8月初股指延续3600点-4000点宽幅震荡，但月末一轮大幅调整后，大盘直接跌破前期低点，宣告新一轮寻底开启，月底在3200点上方稳住，市场中枢也再度下移。从目前来看，央行降息、降准可能开启新一轮的宽松周期，但在大幅下挫后，风险偏好显著下降，资金谨慎情绪升温。 此外，疲软的经济也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在9月份，资金面、经济面和情绪面的“三面博弈”仍将主导市场，宽幅震荡将成9月

主旋律。

8月市场中枢再度下移

经历了6月份的千点下挫，7月份的震荡整固，8月份市场中枢再度下移，而且这波调整的力度更大，发生的时点也更出人意料。 8月初，股指延续了此前的宽幅震荡，以3600点为支撑开启小幅反弹，再一次向4000点发起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7月份大盘也曾多次冲击4000点，但随后都无功而返，重新回归到3600点附近蓄势，3600点-4000点的区间震荡一再被夯实。

不过这次冲击4000点未果后，沪综指直接开启了一轮深幅调整，8月18日出现了单日超过200点的下跌，直接宣告了新一轮调整的开启。 8月19日小幅反弹，形成一个小的下跌中继后，股指便出现加速下跌的态势，收出一波5连阴，期间有4个交易日跌幅超过百点，2个交易日跌幅超过200点，直接击穿了3373.54点的前期低点，宣告新一轮寻底开启，随后月底迎来超跌反弹，在3200点上方稳住。 从月K线上看，

沪综指已经收出三根大阴线，月K线上尚未出现止跌迹象。

从行业板块来看，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全线尽墨，申万建筑材料、交通运输、综合、公用事业和轻工制造指数跌幅相对较小，低于10%，分别为7.88%、7.96%、7.99%、9.19%和9.79%。 申万传媒、非银金融和计算机指数跌幅居前，分别下跌17.74%、18.33%和20.45%。

分析人士指出，在证金公司以“真金白银”入市维稳市场，监管层严查恶意做空的大背景下，市场本身已经出现企稳迹象，此时市场再次出现大幅调整，对于市场的情绪伤害较大，相较于6月份的千点调整，8月末的这波调整杀伤力其实更大。

悲观情绪需缓步出清

从成交额来看，相较于6月份超过2万亿的成交额，7月份1.5万亿的成交额，8月份沪深两市成交额显著萎缩，不足万亿元，月底的几个交易日甚至在6000亿元左右，显示市场的参与热情仍在降温，底部的承接力量也相对有限，这也是市场中枢不断下移的主因。 从目前来看，这种悲观的情绪仍需缓步出清，而需要的时间也相对较长。

首先，融资余额正在进行二次“去杠杆” ，高杠杆仍需缓步出清。 的7月初沪深两市大盘连续大幅下挫，融资余额连续三个交易日出现超过千亿元的下降，由于恐慌情绪的升温，当时是融资去杠杆最为猛烈的阶段，8月下旬沪深两市大盘突然快速下挫，市场谨慎情绪快速升温，两融市场也再次步入去杠杆之路，自8月18日起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连续7个交易日下降，其中8月25日的融资净偿还额更是高达

852.98亿元，刷新了7月8日以来的新高。 不过随后股指触底反弹，8月26日融资净偿还额降至523.66亿元，8月27日融资净偿还额降至500亿元之下，为332.77亿元。 截至8月28日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为1.07万亿元，继续向1万亿回归，对应着悲观情绪的修复，高杠杆仍在缓步出清。

其次，热点乱战，缺乏清晰主线，市场缺乏积聚人气的品种。 8月初股指震荡反弹之际，围绕中央国企改革和地方国企改革的主题投资成为市场最为重要的做多主线之一，期间部分改革概念股连续涨停，活跃了市场的氛围，期间成交额也重新回升至万亿元之上。 不过之后伴随着国企改革概念股高位连续回落，市场缺乏持续热点，除去部分“证金概念股” ，热点出现集体退潮，市场缺乏明显的投资主线，这

也使得资金缺乏着力点，没有持续热点来聚拢市场人气，悲观情绪出清的时间也将被拉长。

最后，尾盘跳水成为投资者“心结” 。 8月份的交易日里，2点和2点半常常被投资者戏谑为“心跳时刻” ，因为这两个时点大盘常常会突然跳水，“盘中大幅波动，尾盘频繁跳水”成为8月份市场的一个缩影。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悲观情绪的浓厚，投资者为了保证利润不被吞噬，只敢做超短线炒作，两点半跳水自然成为心结，悲观情绪修复还需解开这个心结。

三面博弈主导9月市场

展望9月份，股指突然出现大反转的可能性并不大，在资金面、经济面、情绪面的“三面博弈”之下，宽幅震荡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首先，央行降息、降准可能开启新一轮的宽松周期，资金面对于A股的支撑较强。 8月25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知，决定自8月2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同时自9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预计，此次降准将带来6000亿元左右的市场流动性，超预期的降息、降准或打开新一轮的宽松周期，成为市场的重要支撑。

其次，风险偏好的下降，谨慎情绪的升温，这将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压制市场的估值中枢。 伴随着改革的推进，无风险利率下行，风险偏好上升，这是本轮牛市的重要根基。 不过经历了连续的大幅下挫后，市场已经从高风险偏好转为低风险偏好中。 其实，无论是之前的大涨还是之后的大跌，其实企业自经营本身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估值，现在市场的平均估值已经回到18倍，但资金仍然不积

极介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风险偏好下降的速度显著超过了估值下降的速度，面对并不“贵”的市场，资金为了稳妥起见也不愿大举入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市场的估值中枢。

最后，经济数据的疲软料将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 7月工业企业利润降幅继续扩大。 7月单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9%，较6月的-0.3%降幅明显扩大，创今年2月以来的最差水平。 1-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下降1.0%，降幅较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1-7月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同比增长1.3%，显着低于去年同期的8.8%，二季度以来持续放缓，部分是由于去年二三季度的同期

高基数效应，另一方面也显露了工业生产活动的持续低迷。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经济数据较为疲软，成为市场的一大变数，经济的低迷可能会直接拖累上市公司的盈利，“弱市重质” ，而缺乏业绩支撑的品种可能会成为市场中抛压较重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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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博弈主导9月市场

展望9月份， 股指突然出现大反转的可能性并不

大，在资金面、经济面、情绪面的“三面博弈” 之下，宽幅

震荡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首先，央行降息、降准可能开启新一轮的宽松周期，

资金面对于A股的支撑较强。 8月25日晚间中国人民银

行发布通知，决定自8月2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

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同时自9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

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预计，此

次降准将带来6000亿元左右的市场流动性， 超预期的

降息、降准或打开新一轮的宽松周期，成为市场的重要

支撑。

其次，风险偏好的下降，谨慎情绪的升温，这将会在

一个较长的时间压制市场的估值中枢。伴随着改革的推

进，无风险利率下行，风险偏好上升，这是本轮牛市的重

要根基。 不过经历了连续的大幅下挫后，市场已经从高

风险偏好转为低风险偏好中。 其实，无论是之前的大涨

还是之后的大跌，其实企业经营本身并没有发生太大的

变化，变化的是估值，现在市场的平均估值已经回到18

倍，但资金仍然不积极介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风险

偏好下降的速度显著超过了估值下降的速度，面对并不

“贵” 的市场，资金为了稳妥起见也不愿大举入场，这将

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市场的估值中枢。

最后，经济数据的疲软料将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 7

月工业企业利润降幅继续扩大。 7月单月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9%， 较6月的-0.3%降幅明显

扩大，创今年2月以来的最差水平。 1-7月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累计同比下降1.0%， 降幅较上月扩大0.3个百

分点。 1-7月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同比增长

1.3%，显着低于去年同期的8.8%，二季度以来持续放缓，

部分是由于去年二三季度的同期高基数效应，另一方面

也显露了工业生产活动的持续低迷。 值得注意的是，国

内经济数据较为疲软，成为市场的一大变数，经济的低

迷可能会直接拖累上市公司的盈利，“弱市重质” ，而缺

乏业绩支撑的品种可能会成为市场中抛压较重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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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9月宽幅震荡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8月初股指延续3600点-4000点宽幅震荡，但月末一轮大幅调整后，大盘直接跌破前期低点，宣告新一轮寻底开启，月

底在3200点上方稳住，市场中枢也再度下移。 从目前来看，央行降息、降准可能开启新一轮的宽松周期，但在大幅下挫后，

风险偏好显著下降，资金谨慎情绪升温。 此外，疲软的经济也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在9月份，资金面、经济面和情绪面的

“三面博弈”仍将主导市场，宽幅震荡将成9月主旋律。

风险释放进入尾声

□本报记者 叶涛

上周A股在降息降准等因素

刺激下触底反弹，在周一至周三沪

综指连续下挫击穿2900点之后，

将指数一周跌幅收窄至7.85%；昨

日沪综指先抑后扬，开盘后快速下

破3200点，但午后受银行股、军工

股“护盘” 拉升，至收盘时指数重

返 3200 点 上 方 ， 全 天跌 幅 为

0.82%。

当前，主流券商大多认为，A股

市场估值正在寻找底部区域， 不过

主要市场风险已经大部分释放。 而

且大跌过后市场存在一定短期反弹

空间， 但由于中长期缺乏稳定回升

基础，总体情况不容过分乐观，预期

后市市场将进入平衡震荡。

大幅下挫机会渺茫

据国泰君安证券最新发布的

策略周报， 市场近期调整过程中，

整体的估值水平正在进入合理的

区域之中，在3000点附近，有部分

行业和领域的估值水平已经回归

到2015年年初甚至2014年年初的

水平。估值变化本身对市场而言是

一个新的变化，这意味着市场中部

分领域正在进入价值型特征投资

者的关注范围。

该机构认为，8月 25日央行

“双降” 和之后的监管维稳等措施

正在有力地推动市场情绪改善。A

股整体在当前估值水平下正在体

现长周期的投资机会。目前市场已

经进入稳定阶段，正在通过震荡的

方式寻找新的底部区域。而且当前

两融余额已经下降到1万亿元附

近，之前的违规配资也得到了有效

清理，整体市场所面临的金融风险

已经大部分得到了有效释放。

银河证券也表示， 两个月内两

次降准降息， 有利于实体经济恢复

和改善股市信息。 而且基本养老金

即将入市，更有助于长期稳定市场。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

段：在经济增速换挡期下，过去增速

快的老产业已经开始下滑， 而经济

结构调整“阵痛” 下，新产业的培育

还需要较长时间，此外，前期财政货

币政策已经采取了较大的扩张力

度，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宽松，边际

效果要大打折扣。 建议投资者切勿

再去博取短期泡沫， 而要以打持久

战的心态逢低挖掘有长期投资价值

的优质板块与个股。

同时，国泰君安也强调，虽然

市场对于经济前景的展望仍有很

多分歧，但新的经济数据正在逐步

企稳，这些积极迹象值得投资者注

意。 据国家发改委披露，8月前23

天发电量同比增速接近3%，而7月

同比则为-2%； 此外铁路货运等

数据也在7月的基础上出现了一

定改善；8月29日人大会议还正式

取消银行存贷比限制，这为接下来

三、四季度经济增长提供更加积极

的正面作用。

部分领域价值凸显

银河证券认为，假设按照养老

金入市不得超过30%的比例，理论

上有约1.07万亿养老金可以进入

A股。由于养老保险基金的特殊性

质，绝对安全成为最重要的前提与

要求， 预计目前估值相对较低、有

业绩支撑、高股息率的一二线蓝筹

股有望受到青睐。 预计银行、非银

金融、交通运输、建筑、石化、电力、

医药、消费等各样板块有望成为重

仓对象。

国联证券则指出，上两周市场

走势重要由恐慌情绪所引起，预计

未来两周行业分化将产生，主导市

场的逻辑将切换到盈利、估值与政

策，即价值严重低估的和基本面不

错的品种，以及政策热点会成为新

的投资机会， 建议关注国企改革、

管廊建设、新能源汽车等。

对那些短期觉得主题轮动难

以把握，又不想轻仓离场观望的投

资者，招商证券提出，自下而上坚

守有业绩支撑、估值相对合理的白

马成长，以及包括消费在内的低估

值蓝筹品种也是可以的。

兴业证券更提出 “九月行情

的价值，不在于折腾反弹，而在于

蓄势待发” 论断，建议投资者沿以

下五方面主线耐心布局：一是中报

验证基本高景气的机会，立足底线

思维“低买” ；二是受益于“稳增

长” 政策加码预期的领域， 如环

保、建筑、电力设备等；三是国企改

革、军工（北斗）等分化后的主题

机会； 四是短期具备并购重组、高

管增持、 产业资本举牌的个股；五

是暴跌过后的成长股， 如一部分

TMT公司股价已从年内高点回落

至今超过80%， 虽然操作难度较

大，但短线博弈的反弹概率提升。

港股仍有下行压力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昨日港股小幅翻红，自5月下跌以来，港

股跌幅接近25%，反弹乏力。 分析指出，从基

本面和技术面角度看， 港股未来仍有下行压

力。 但是银行、 保险等板块已经凸显投资价

值，估值有安全边际。

恒指仍有下行压力

昨日恒生指数小幅上涨0.27%， 成交额

接近945亿港元， 此前一周恒生指数周累计

下跌3.6%，日均成交量放大至1230亿港元。

华泰金融控股判断，上周历经“自由落

体式” 暴跌；港股在二万一附近展开技术修

复性走势，震荡反弹四个交易日，早前极度空

头形态的下跌趋势稍有好转， 能否延续修复

性反弹，则需要上破十天线的技术阻力。中期

业绩放榜高峰期已过， 可惜市场趋势持续向

下， 除成绩大超预期公司出现 “即日鲜” 行

情，多数个股表现均是惨不忍睹，虽然港市整

体估值已较往年偏低， 亦有部分公司在恶劣

的市况中被错杀，不过大浪淘金需从长计议，

不可盲目。

从目前看，恒指仍有调整空间。兴业证券

指出， 从基本面角度来看， 港股行情仍有压

力， 一是美国二季度GDP增速显著上修，支

撑美联储今年加息预期； 二是疲软宏观背景

下的企业业绩增长停滞， 从已披露的中报数

据来看，恒指成分股（84%已披露）整体净利

润同比下滑4.5%，营收同比下滑7.7%；三是

近期在岸人民币兑美元交易量大幅增加说明

汇率上仍存在压力， 股市汇市联动的负反馈

风险依然还在。

兴业证券认为，从市场角度来看，上周全

球主要股指呈现超跌反弹态势（即跌越多反

弹幅度越大）， 而恒指属于其中相对较弱的

市场，叠加香港“恐慌指数” 仍处于高位，可

能也说明了情绪修复和正能量积聚还需要一

定的时间。

对于港股的趋势， 安联投资亚太区股票

首席投资总监陈致强则判断， 香港股市目前

非常有吸引力，但问题在于资金不足，缺乏外

资参与，相信需要一段时间之后外资会回流。

瑞银财富则认为，MSCI中国指数的估

值不高，12个月远期市盈率为8倍，较长期历

史平均水平相差一个标准差。 其静态市净率

为1.2倍，接近于上一次金融危机时的估值水

平。 但是，近期美元/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为

投资中国股票增加了另一个变数。

价值股凸显投资机会

具体到投资策略上， 安联投资亚太区股

票首席投资总监陈致强认为， 在通缩或负通

胀前提下，企业难以加价，所以会选择有定价

能力的公司投资，看重现金流及股息。在国家

政策下，看好需要逐渐自动化的公司，因为人

工成本愈来愈高，同时看好洁净能源板块，因

为由煤炭到使用天然气是大趋势； 金融板块

方面，他看好人寿保险公司，目前人寿保险渗

透率在较低水平。

瑞银财富则建议投资者应该专注于防御

性板块和有着稳健增长前景并且不高度依赖

整体经济增长的股票。比如保险和电信板块、

领先风电和核电企业以及部分领先的互联网

企业。

H股中的中资保险公司将会受益于货币

宽松周期。中国寿险企业倾向于储蓄型产品，

而流动性能够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产生影响。

宽松货币政策带动的流动性增长将会提振产

品销售。 下调利率的影响需要时间才能充分

显现，因为资产年期通常超过5年。 除了行业

基本面前景稳健以外， 中资保险H股目前估

值也颇具吸引力，因为该板块的股价/内涵价

值比较历史平均水平低了1个标准差。

兴业证券亦建议， 寻找估值有安全边际

的价值股，比如银行、保险、交运等已开始进

入筑底阶段；此外估值与成长匹配度高、具备

较强未来变现能力的优质成长股， 比如新能

源、TMT、医药、新能源汽车等，包括在美国

上市的一些中国互联网龙头标的， 在泥沙俱

下后此类股票拥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和弹性。

8月市场中枢再度下移

经历了6月份的千点下挫，7月份的震荡整固，8月

份市场中枢再度下移，而且这波调整的力度更大，发生

的时点也更出人意料。 8月初，股指延续了此前的宽幅

震荡，以3600点为支撑开启小幅反弹，再一次向4000点

发起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7月份大盘也曾多次冲击

4000点，但随后都无功而返，重新回归到3600点附近蓄

势，3600点-4000点的区间震荡一再被夯实。

不过这次冲击4000点未果后， 沪综指直接开启了

一轮深幅调整，8月18日出现了单日超过200点的下跌，

直接宣告了新一轮调整的开启。 8月19日小幅反弹，形

成一个小的下跌中继后， 股指便出现加速下跌的态势，

收出一波5连阴， 期间有4个交易日跌幅超过百点，2个

交易日跌幅超过200点， 直接击穿了3373.54点的前期

低点，宣告新一轮寻底开启，随后月底迎来超跌反弹，在

3200点上方稳住。 从月K线上看，沪综指已经收出三根

大阴线，月K线上尚未出现止跌迹象。

从行业板块来看，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全线尽

墨，申万建筑材料、交通运输、综合、公用事业和轻工制

造指数跌幅相对较小，低于10%，分别为7.88%、7.96%、

7.99%、9.19%和9.79%。申万传媒、非银金融和计算机指

数跌幅居前，分别下跌17.74%、18.33%和20.45%。

分析人士指出，在证金公司以“真金白银” 入市维

稳市场，监管层严查恶意做空的大背景下，市场本身已

经出现企稳迹象，此时市场再次出现大幅调整，对于市

场的情绪伤害较大，相较于6月份的千点调整，8月末的

这波调整杀伤力其实更大。

悲观情绪需缓步出清

从成交额来看，相较于6月份超过2万亿的成交额，

7月份1.5万亿的成交额，8月份沪深两市成交额显著萎

缩，不足万亿元，月底的几个交易日甚至在6000亿元左

右，显示市场的参与热情仍在降温，底部的承接力量也

相对有限，这也是市场中枢不断下移的主因。 从目前来

看，这种悲观的情绪仍需缓步出清，而需要的时间也相

对较长。

首先，融资余额正在进行二次“去杠杆” ，高杠杆仍

需缓步出清。 7月初沪深两市大盘连续大幅下挫，融资

余额连续三个交易日出现超过千亿元的下降，由于恐慌

情绪的升温， 当时是融资去杠杆最为猛烈的阶段，8月

下旬沪深两市大盘突然快速下挫，市场谨慎情绪快速升

温，两融市场也再次步入去杠杆之路，自8月18日起沪

深两市的融资余额，连续7个交易日下降，其中8月25日

的融资净偿还额更是高达852.98亿元，刷新了7月8日以

来的新高。 不过随后股指触底反弹，8月26日融资净偿

还额降至523.66亿元，8月27日融资净偿还额降至500

亿元之下，为332.77亿元。截至8月28日沪深两市的融资

余额为1.07万亿元，继续向1万亿回归，对应着悲观情绪

的修复，高杠杆仍在缓步出清。

其次，热点乱战，缺乏清晰主线，市场缺乏积聚人气

的品种。 8月初股指震荡反弹之际，围绕中央国企改革

和地方国企改革的主题投资成为市场最为重要的做多

主线之一，期间部分改革概念股连续涨停，活跃了市场

的氛围，期间成交额也重新回升至万亿元之上。 不过之

后伴随着国企改革概念股高位连续回落，市场缺乏持续

热点，除去部分“证金概念股” ，热点出现集体退潮，市

场缺乏明显的投资主线， 这也使得资金缺乏着力点，没

有持续热点来聚拢市场人气，悲观情绪出清的时间也将

被拉长。

最后，尾盘跳水成为投资者“心结” 。 8月份的交

易日里，2点和2点半常常被投资者戏谑为 “心跳时

刻” ， 因为这两个时点大盘常常会突然跳水，“盘中

大幅波动，尾盘频繁跳水” 成为8月份市场的一个缩

影。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悲观情绪的浓厚，投资

者为了保证利润不被吞噬，只敢做超短线炒作，两点

半跳水自然成为心结， 悲观情绪修复还需解开这个

心结。

CFP图片 制图/韩景丰

证券代码：002659� � � � � � � �证券简称：中泰桥梁 公告编号：2015-097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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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8月31日收到

公司总经理郁征先生的书面辞呈，郁征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仍继续担任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

定，郁征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在新任总经理聘任产生前，公司董事长陈禹先生将代为履行总经理职责。 郁征先生辞

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正常进行，公司董事会对其担任总经理

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日

证券代码：002659� � � � � � � �证券简称：中泰桥梁 公告编号：2015-098

� �债券代码：112116� � � � � � � �债券简称：12中桥债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2中桥债”投资者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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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

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公司于2015年8月25日发布了《关于“12中桥债” 票面利率调整

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并在8月26日、8月27日发布了第二次、第三

次提示性公告。 “12� 中桥债”（债券代码：112116） 债券持有人可以在回售申报日

（2015�年 8月25日、8月26日、8月27日）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2中桥债” 债券申报

回售，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人民币100元/张）。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12中桥债” 的回售数

量为1,417,346张，回售金额为141,734,600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量为1,082,654张。

针对回售申报情况，公司已准备足够的资金，确保回售款项的支付。回售资金到账日为

2015年10月15日。

特此公告。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日

关于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LOF）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

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9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简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

QDII-LOF-FOF

）（

场内简称

：

添富

贵金

）

基金主代码

1647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和

《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招募说明书

》

的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9

月

7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5

年

9

月

7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9

月

7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2015

年

9

月

7

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因节假日暂停交易

，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本基金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15年9月8日，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咨询相关情况。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

公 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

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规定，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8月31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停牌股票“江苏三友

（股票代码：002044）” 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复牌交易并且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

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918咨询相

关情况。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