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模魔咒难破 私募百亿大跃进吞苦果

市场大幅调整使得一大批股票类产品损失惨重，其中众多私募产品更是被迫清盘，而且不乏清水源等知名私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知名私募大都在今年上半年管理规模出现爆发性的增长，部分私募更是从十几亿元的规模跃升至超过百亿元。

动辄百亿规模膨胀

谈及今年的新产品发行，私募陈力（化名）一脸懊悔，“不应该发那么快，要是当初慢一点就好了。 ”陈力是华南一知名度较高的私募，2014年中旬，其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亿元左右，“公司当时人也不多，十个人上下，这规模养活大家没问题，日子过得还算行。 ”陈力说。

不过，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整个私募行业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私募新产品发行开始加速。 格上理财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阳光私募行业整体规模在3000亿元左右，不过仅仅过了一年，到2014年底，阳光私募行业整体规模即超过4000亿元，增幅超过25%。 从数量上看，增幅更是惊人，2014年底私募基金数量达到4796只，接近2013年底数量（2472只）的2倍；新发产品共2479只（其中包括393只子基金），较2013年的发行量翻了3倍。

“2013年是结构化牛市的开端，2014年则是结构化牛市的大收获期，选股能力好的和选股能力差的差距非常大，业绩好的在2014年发行新产品非常好，不少知名度高的私募发新产品都要提前打招呼，甚至走后门。 ”深圳华润信托一业务经理表示。 比如赵丹阳在2014年初发行的“赤子之心”一期，募集首日7分钟内即售罄。

“2014年下半年出去调研，同行见面都会问有没有发新产品，发了多少只，规模多大了；原来觉得挺好，但一经过比较，就发现我们已经大幅落后了。 ”陈力举例说，深圳有一家私募原来整个规模也在20亿元上下，但是经过2014年下半年和2015年上半年，整个规模已经超过100亿元。

经不住同行的比较以及同事的劝说，陈力2015年上半年也发行了数只产品，截至2015年6月底，陈力所管理的私募产品按市值计算，已接近50亿元左右，增长近1.5倍。 不过，这一速度与整个私募行业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 格上理财统计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阳光私募存量产品逼近9500只产品，比2014年底增加一倍，半年内发行数量相当于过去11年私募基金总数。 “深圳有一家私募，在2015年上半年内新产品成立的数量超过20只，据我了解，由于非常好发，不少私募的新产品发行数量都超过10只。 ”上述华润信托人士说。

在水涨船高之下，此前罕见的百亿私募更是不断涌现。 格上理财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阳光私募公开产品管理规模超过100亿元的私募共有7家，其中成立于2004年的景林资产以250亿元的总规模位居第一，重阳投资以200亿元位居其次，泽熙投资与乐瑞资产以150亿元并列第三。 而根据基金协会披露数据，截至2015年7月底，私募基金管理人按基金总规模划分，管理规模在20亿元以下的16225家，20亿元-50亿元的232家，50亿元-100亿元的77家，100亿元以上的70家。 比如王亚伟管理的千合资本，其规模由去年底的50亿元迅速增长到超过200亿元；景林资产规模由去年5月的180亿元增长到近500亿元；展博投资的规模由去年牛市初期的30多亿元增长到130亿元；西域投资管理的资产规模从20亿元增长至约60亿元。

私募大佬屡清盘

美好时光总是短暂。 始于6月底的股市下挫导致市场情绪由极度疯狂步入如今的冷淡麻木，市场的异常波动也使得一大批私募产品被迫清盘。 据私募排排网数据，截至8月31日，清算的产品已达1437只，其中提前清算466只，占比32.43%；而去年全年清算410只产品，提前清算59只。

值得注意的是，清盘产品中以二季度成立的新产品数量最多，格上理财数据显示，1月至8月提前清算的产品分别为34只、27只、53只、62只、80只、43只、112只和61只。 清盘产品中，尤其以4月、5月、6月成立的产品为甚。

对于今年私募基金清盘数量的大增，业内人士认为，私募清盘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基金经理产品存续期满、主动清盘等，但也有很多是触及清盘线被迫清盘的。 如清水源投资，成立不足四年，但借助于此前的牛市，其资产管理规模却急速飙升，膨胀至百亿元。 但从风控效果看，今年成立的产品中，清水源旗下有5只产品提前清算，包括清水源30号基金A、清水源30号基金B、清水源30号基金C、清水源30号基金D以及清水源30号基金E，上述5只产品均为2015年5月11日成立、7月23日清盘。

一度被誉为“基金一姐”的王茹远奔私之后也未能幸免。 其掌管的“大浪潮2015”系列基金中有净值在9月初时即逼近0.72。 此前王茹远表示“今年沪指超6124点是迟早的事情。 ”此外，她在多个场合看好朗玛信息等创业板股票，6月初至9月2日停牌前，朗玛信息跌幅已超过70%。 朗玛信息中报显示， “鹏华资产-招商证券-鹏华资产天堂硅谷大浪潮资产管理计划”，截至2季度末持有上市公司约333万股，占总流通股本的比例是2.04%。

再如展博投资旗下有多只产品也在此轮股市调整中受伤。 据私募排排网数据，2015年3月-7月初期间，展博投资发行近21只新产品。 据媒体报道，展博投资4月16日成立的“新经济1号”产品在7月上旬触及止损线。 由于未能查询到这21只新产品最新净值，根据私募排排网披露的2014年之前的十数只产品情况看，截至9月15日，平均回撤达30%以上，考虑到产品成立时间，这21只产品或已有多只净值跌破0.7。

此外，9月初，葛卫东旗下的混沌道然资产管理公司在其官网发布了一封《致投资者书》，就近期产品净值大幅回撤向投资者致歉。 混沌价值一号产品净值由8月14日的2.4439元骤降至8月28日的1.5295，降幅达到37%；混沌价值二号A/B基金净值从8月14日的0.8220跌至8月28日的0.6650，跌幅接近20%。

规模是否为业绩“敌人”

同样，管理资产规模一度暴增1.5倍的陈力，虽然整体规模在业内仅处于中游水平，但是仍在过去3月的股市调整中，亦难以独善其身。

“我们的产品都是采取复制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使得产品一致性，不会厚此薄彼，但是也会出现持股过于集中的问题，这在7月的大跌中吃了大亏，基本上卖不动。 ”陈力表示，尽管在上半年公司招聘了一批新员工，公司员工人数也比去年增加近一倍，但是投研力量还是不足以应对相应的管理规模。

规模魔咒在私募业内并不是新鲜事，比如此前的新价值，趁私募冠军的风头发行了29只产品之后，一方面是投研能力未能跟上，另一方面市场风格的急转，导致当年平均累计收益为-43.12%。 再如展博投资，尽管其在今年招聘了一批新人补充，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显然未能适应其百亿级别的规模。

上海一老牌私募基金经理称，“每个基金经理的风格都会受限制，有的人可能做10亿元的规模会做得很好，但是一旦给他做50亿元，业绩就会一般，而如果硬要管理100亿元，可能就会很惨，毕竟一个人能选到好股的能力是有限的。 ”

有私募业研究人士认为，客观上，基金规模扩大，其投资于单一标的的资本总额随之增加，使交易的难度增大:或者基金在买卖股票时要面临更加巨大的价格波动，影响其业绩；或者基金要增加投资标的，投资不能仅集中在最优质的股票上，因而摊薄了收益。

不过，如果公司团队力量跟得上，规模反而可以形成协同效应。 “向我们公司今年管理资产规模增长了近3倍，但是分配很均匀，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大概在1:1左右，另外公司虽然今年没有招聘多少新人，但是过去两年公司一直在培养新人，所以规模增加的快，并未对投研造成大的压力。 ”深圳一百亿级别私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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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私募业绩有望转“正”

□本报记者 黄莹颖

市场7月份的无量下跌，8月份的再次

探底，泥沙俱下之势使得私募在8月整体表

现不佳，仅有不足4成私募获得正收益。 不

过，随着9月市场逐渐企稳，私募业绩亦在

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自9月中旬中小创反

弹力度不断增强，9月份私募基金整体业绩

有望由负变正。

8月6成私募业绩告负

据好买基金统计， 截至2015年8月31

日，沪深300收于3366.53，8月跌幅11.79%。

市场持续下跌，私募收益喜忧参半，在公布

8月收益的7000多只产品里逾8成跑赢沪深

300，而逾6成收益告负。

各类产品中，其中8月套利型，管理期

货型和债券型表现较好， 整体平均收益为

正， 股票型和定向增发型表现居后，以

5.89%和6.80%的跌幅垫底， 而之前表现平

稳的市场中性型基金今年首次出现整体收

益为负的情形，8月下滑0.18%。 此外，从指

数表现来看，定向增发和普通股票型指数5

月份达到最高点之后大幅回落，债券型和管

理期货指数平稳上涨。

数据统计显示，8月新成立基金数量

较7月份虽然没有出现较大回落， 但是受

市场行情影响， 与二季度各月份相比，新

成立基金数量下滑严重。 股票型排名前五

的基金8月收益均超过20%， 但是纳入计

算的4066只股票产品中，取得负收益的产

品达3281只，占比超过8成，股票型整体收

益下滑严重。

9月收益明显回升

不过，随着9月市场逐渐企稳，私募业

绩亦在回升。 根据私募排排网统计数据，截

至9月25日，目前有净值数据的非结构化私

募证券基金产品为1897只，9月份的平均收

益下跌0.02%，跑赢大盘指数。 其中共有正

收益产品425只， 占比22.4%， 负收益产品

1435只，占比75.65%。

值得注意的是，自9月中旬以来的中小

创反弹行情，亦使得不少私募产品业绩表现

上好。据私募排排网统计数据，仅在上周，即

有多只私募产品业绩单周实现净值上涨

10%以上，其中武当资产旗下“中江信托-

金狮156号” 表现最好， 单周收益高达

18.74%。 此外，浦来德资产、菁英时代、大君

智萌投资继续稳坐前十名，分别以15.57%、

15.37%、15.22%收益位居第二、三、四名。此

外海中湾投资、泽龙投资、和聚投资旗下产

品亦取得较好业绩。

从目前私募的观点看，大部分私募认为

短期市场会继续寻底。 中长期来看，市场会

在深化改革政策的引导下，提升上市公司核

心价值，从而让市场重归升势。 有私募研究

人士认为，随着中小创反弹力度累加，而中

小创恰恰是私募主要配置的标的，9月份私

募基金整体业绩有望由负变正。

自掏腰包助发行

市场和业绩的大幅波动，让私募信心和

发行受到严重打击。 为了助力发行，一批私

募自掏腰包。

据格上理财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

9月20日，9月共发行阳光私募产品111只，

这个数据与4月、5月高峰期时相比，不到二

成，发行量缩水超过八成。其中股票策略产

品占比66.67%，管理期货策略占4.50%，债

券策略同样占比4.50%。 为了助力发行，一

批私募自掏腰包， 同时采取降低费率等优

惠措施。 如深圳前海旗隆基金已动用1000

万元自购公司旗下主投偏股型公募基金的

FOF产品“前海旗隆金融工程1期” 。 瀚信

资产管理公司也称， 对他们发行的阳光私

募产品进行跟投，规模大的基金跟投的比

例相对更高。 此外，一些私募产品也通过

费用优惠等吸引资金。 从目前情况看，收

效甚微。

“FOF” 产品升温

□本报记者 黄莹颖

近期，市场震荡使得各类偏股型产品明

显降温，弱市之下，有私募机构开始推出创

新型的私募产品，比如FOF。 此前在7月股

市大幅调整期间，FOF基金回撤明显小于

其他股票私募产品。 不过尽管FOF基金有

诸多优势， 但是国内FOF基金发展仍处于

起步阶段。

创新型产品升温

近期，私募新产品发行明显遇冷，不过亦

有私募开始发行创新型产品， 比如上周前海

旗隆基金即发行私募业内第一只主要投资公

募偏股型基金的产品。 该公司金融工程部总

经理赵琳楠表示， 这只产品计划60%的资金

用于投资偏股型公募基金，16%的资金用于

直接购买股票，16%的资金用于投资私募，剩

下的8%用于购买现金类产品或保留为储备

金。 投资股票部分更侧重于所投资基金的重

仓股，而投资私募可能是旗下自家基金。

前海旗隆基金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赵

林楠认为，FOF基金主要有四个优势：一是

拥有FOF基金经理和投资标的基金经理的

双重保险，通过分散化投资降低了持有单个

基金的风险，风控更好；二是相对于直接投

资股票的公募、私募基金，进出更为灵活，受

股票涨跌停、停牌等影响较小，因而收益更

加稳健；三是可以实现对ETF套利、传统封

基投资、分级基金投资等更为复杂、更加专

业化的基金产品的投资；四是面对市场上的

数千只基金产品和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通

过系统的数据分析和准确的择时，更容易获

得比长期拥有单个股票型基金更高的收益。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截至

2015年7月30日， 成立于2015年之前的47

只具有最新业绩数据的FOF策略私募，年

初至今平均业绩为24.51%。 而经历6月中旬

这轮股灾的63只FOF基金平均回撤为-13.

99%。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王梦丽认为，FOF

作为一种组合投资方式，一般会配置几只相

关性较小的基金以分散单只基金的风险，从

而平滑业绩波动。这也就是为什么遭遇股灾

之后，FOF这类稳健型基金能够跌幅较小，

守住前期胜利果实的原因。

海内外差距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益方面，尽管FOF

基金是基金中的基金， 增加部分运营成本，

但是FOF基金的平均年收益率却高于整个

共同基金，在熊市中的表现更是超过共同基

金。 相比较于成熟的美国基金市场， 我国

FOF市场无论从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

底， 美国FOF基金的数量占共同基金总数

的比例由2000年的2.64%增长到16.87%；

净资产占比也从2000年的0.82%发展到

10.84%。 2000年-2014年间，FOF基金净资

产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7.56%， 而共同基

金仅为6.06%。

不过尽管FOF基金有诸多优势，但是国

内FOF基金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赵林楠认

为，目前我国的FOF主要以券商集合理财计

划、主投私募基金的组合基金为主。 存续的

券商资管产品53只，操作上以指数基金和场

内外基金套利为主；依信托或管理人自主发

行的私募组合基金在80只左右；目前公募基

金管理公司尚无FOF产品发行，而以偏股型

公募基金为主要对象FOF也有待发展。

赵林楠称，在牛市时，公募基金的平均

收益超过私募基金， 但由于受仓位限制，在

熊市时下跌得也更加厉害。Wind数据显示，

在今年五月份到六月上旬的快速上涨中，沪

深300指数上涨11.43%，而同期股票型公募

基金指数上涨则高达31.52%， 涨幅最高者

更是超过50%。但是在此后一段时期的非理

性下跌行情中，由于受仓位限制，沪深300

指数下跌31.34%， 股票型公募基金指数下

跌40.43%，甚至有的跌幅超过50%。 同时，

不同的基金由于所侧重的行业和基金经理

操作风格的不同，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较

大的收益差异性， 由此在不同的行情结构

下，也由不同的基金领涨整个市场。因此，基

金投资更需要专业的选基和择时。

规模是否为业绩“敌人”

同样，管理资产规模一度暴增1.5倍的陈力，

虽然整体规模在业内仅处于中游水平， 但是仍

在过去3月的股市调整中，亦难以独善其身。

“我们的产品都是采取复制的方式，这种方

式可以使得产品一致性，不会厚此薄彼，但是也

会出现持股过于集中的问题，这在7月的大跌中

吃了大亏，基本上卖不动。”陈力表示，尽管在上

半年公司招聘了一批新员工， 公司员工人数也

比去年增加近一倍， 但是投研力量还是不足以

应对相应的管理规模。

规模魔咒在私募业内并不是新鲜事， 比如

此前的新价值， 趁私募冠军的风头发行了29只

产品之后，一方面是投研能力未能跟上，另一方

面市场风格的急转， 导致当年平均累计收益为

-43.12%。 再如展博投资，尽管其在今年招聘了

一批新人补充，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显然未能适

应其百亿级别的规模。

上海一老牌私募基金经理称，“每个基金

经理的风格都会受限制，有的人可能做10亿元

的规模会做得很好， 但是一旦给他做50亿元，

业绩就会一般，而如果硬要管理100亿元，可能

就会很惨，毕竟一个人能选到好股的能力是有

限的。 ”

有私募业研究人士认为，客观上，基金规模

扩大，其投资于单一标的的资本总额随之增加，

使交易的难度增大： 或者基金在买卖股票时要

面临更加巨大的价格波动，影响其业绩；或者基

金要增加投资标的， 投资不能仅集中在最优质

的股票上，因而摊薄了收益。

不过，如果公司团队力量跟得上，规模反而

可以形成协同效应。“向我们公司今年管理资产

规模增长了近3倍，但是分配很均匀，一级市场

和二级市场大概在1:1左右，另外公司虽然今年

没有招聘多少新人， 但是过去两年公司一直在

培养新人，所以规模增加的快，并未对投研造成

大的压力。 ” 深圳一百亿级别私募说。

规模魔咒难破 私募百亿大跃进吞苦果

□本报记者 黄莹颖

市场大幅调整使得一大批股票类产品损失惨重，许多私募产品被清盘，其中不乏知名私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知名私募大都在今年上半年管理规模出现爆发性的增长，部分私募更是从十

几亿元的规模跃升至超过百亿元。

动辄百亿 规模膨胀

谈及今年的新产品发行，私募陈力（化名）

一脸懊悔，“不应该发那么快， 要是当初慢一点

就好了。 ” 陈力是华南一知名度较高的私募，

2014年中旬，其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亿元左右，

“公司当时人也不多，十个人上下，这规模养活

大家没问题，日子过得还算行。 ”陈力说。

不过，自2014年下半年，整个私募行业开始

发生显著变化，私募新产品发行开始加速。 格上

理财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阳光私募行业整

体规模在3000亿元左右，不过仅仅过了一年，到

2014年底，阳光私募行业整体规模即超过4000

亿元，增幅超过25%。 从数量上看，增幅更是惊

人，2014年底私募基金数量达到4796只， 接近

2013年底数量（2472只）的2倍；新发产品共

2479只（其中包括393只子基金），较2013年的

发行量翻了3倍。

“2013年是结构化牛市的开端，2014年则

是结构化牛市的大收获期，选股能力好的和选

股能力差的差距非常大， 业绩好的在2014年

发行新产品非常好，不少知名度高的私募发新

产品都要提前打招呼，甚至走后门。” 深圳华润

信托一业务经理表示。 比如赵丹阳在2014年初

发行的“赤子之心” 一期，募集首日7分钟内即

售罄。

“2014年下半年出去调研， 同行见面都会

问有没有发新产品，发了多少只，规模多大了；

原来觉得挺好，但一经过比较，就发现我们已经

大幅落后了。 ”陈力举例说，深圳有一家私募原

来整个规模也在20亿元上下， 但是经过2014年

下半年和2015年上半年，整个规模已经超过100

亿元。

经不住同行的比较以及同事的劝说， 陈力

2015年上半年也发行了数只产品， 截至2015年

6月底， 陈力所管理的私募产品按市值计算，已

接近50亿元左右，增长近1.5倍。 不过，这一速度

与整个私募行业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 。 格

上理财统计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阳光私

募存量产品逼近9500只产品，比2014年底增加

一倍， 半年内发行数量相当于过去11年私募基

金总数。“深圳有一家私募，在2015年上半年内

新产品成立的数量超过20只，据我了解，由于非

常好发， 不少私募的新产品发行数量都超过10

只。 ” 上述华润信托人士说。

在水涨船高之下， 此前罕见的百亿私募更

是不断涌现。 格上理财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14年12月，阳光私募公开产品管理规模超过

100亿元的私募共有7家，其中成立于2004年的

景林资产以250亿元的总规模位居第一，重阳投

资以200亿元位居其次，泽熙投资与乐瑞资产以

150亿元并列第三。 而根据基金协会披露数据，

截至2015年7月底， 私募基金管理人按基金总

规模划分，管理规模在20亿元以下的16225家，

20亿元-50亿元的232家，50亿元-100亿元的

77家，100亿元以上的70家。 比如王亚伟管理的

千合资本， 其规模由去年底的50亿元迅速增长

到超过200亿元； 景林资产规模由去年5月的

180亿元增长到近500亿元；展博投资的规模由

去年牛市初期的30多亿元增长到130亿元；西

域投资管理的资产规模从20亿元增长至约60

亿元。

私募大佬遭清盘

美好时光总是短暂。 始于6月底的股市下挫

导致市场情绪由极度疯狂步入如今的冷淡麻

木， 市场的异常波动也使得一大批私募产品被

迫清盘。据私募排排网数据，截至8月31日，清算

的产品已达1437只，其中提前清算466只，占比

32.43%；而去年全年清算410只产品，提前清算

59只。

值得注意的是， 清盘产品中以二季度成立

的新产品数量最多，格上理财数据显示，1月至8

月提前清算的产品分别为34只、27只、53只、62

只、80只、43只、112只和61只。 清盘产品中，尤

其以4月、5月、6月成立的产品为甚。

对于今年私募基金清盘数量的大增， 业内

人士认为，私募清盘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基金经

理产品存续期满、主动清盘等，但也有很多是触

及清盘线被迫清盘的。 如清水源投资，成立不足

四年，但借助于此前的牛市，其资产管理规模却

急速飙升，膨胀至百亿元。 但从风控效果看，今

年成立的产品中，清水源旗下有5只产品提前清

算，包括清水源30号基金A、清水源30号基金B、

清水源30号基金C、清水源30号基金D以及清水

源30号基金E， 上述5只产品均为2015年5月11

日成立、7月23日清盘。

一度被誉为“基金一姐” 的王茹远奔私之

后也未能幸免。其掌管的“大浪潮2015”系列基

金中有净值在9月初时即逼近0.72。 此前王茹远

表示“今年沪指超6124点是迟早的事情。 ” 此

外，她在多个场合看好朗玛信息等创业板股票，

6月初至9月2日停牌前， 朗玛信息跌幅已超过

70%。 朗玛信息中报显示，“鹏华资产-招商证

券-鹏华资产天堂硅谷大浪潮资产管理计划” ，

截至2季度末持有上市公司约333万股， 占总流

通股本的比例是2.04%。

再如展博投资旗下有多只产品也在此轮

股市调整中受伤。 据私募排排网数据，2015年

3月-7月初期间， 展博投资发行近21只新产

品。据媒体报道，展博投资4月16日成立的“新

经济1号” 产品在7月上旬触及止损线。由于未

能查询到这21只新产品最新净值， 根据私募

排排网披露的2014年之前的十数只产品情况

看，截至9月15日，平均回撤达30%以上，考虑

到产品成立时间， 这21只产品或已有多只净

值跌破0.7。

此外，9月初，葛卫东旗下的混沌道然资

产管理公司在其官网发布了一封《致投资者

书》， 就近期产品净值大幅回撤向投资者致

歉。 混沌价值一号产品净值由 8月 14日的

2.4439元骤降至8月28日的1.5295， 降幅达

到37%； 混沌价值二号A/B基金净值从8月

14日的0.8220跌至8月28日的0.6650， 跌幅

接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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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

过决议，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申请注

册发行总额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70天的超短期融资券，并在

注册有效期内滚动发行。 2014年12月12日，公司收到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

书》(中市协注[2014]SCP131号)，协会接受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

为人民币20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

内可分期发行。

公司已于2015年9月25日完成了2015年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以下简称

“本期融资券” )的发行。 本期融资券发行额为2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270天，

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年利率为3.30%。

本期融资券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联席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向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本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置换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的银行贷款。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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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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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价格于

2015年9月25日、9月28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及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无涉及本公

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15年9月25日、9月28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董事会自查，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2、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证，其确认不存在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