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招商

300

地产

A

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

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招商沪

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招商沪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招商

300地产份额（场内简称：地产分级，基金代码：161721）和招商300地产A份额（场内简称：

地产A端，交易代码：150207）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

宜，详见2015年12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招商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于招商沪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

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17日招

商300地产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年12月16日）招商300

地产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招商300地产A份

额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招商300地产A份额的收盘价为0.988

元，扣除前一期约定收益后为0.956元，与2015年12月17日招商300地产A份额调整后的前

收盘价存在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

300

高贝塔

A

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

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招商沪

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招商300高贝塔

指数分级份额（场内简称：高贝分级，基金代码：161718）和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场内简

称：高贝塔A，交易代码：150145）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

事宜，详见2015年12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招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于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

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17日招

商300高贝塔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年12月16日）招商

300高贝塔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招商300高

贝塔A份额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的收盘

价为0.996元，扣除前一期约定收益后为0.950元，与2015年12月17日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

调整后的前收盘价存在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

A

份额定期份额折算

后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招商国

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招商国证生物医

药份额（场内简称：生物医药，基金代码：161726）和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场内简称：

生物药A，交易代码：150271）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

宜，详见2015年12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招商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

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17日招

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年12月16日）招

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招商

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

份额的收盘价为0.933元，扣除前一期约定收益后为0.910元，与2015年12月17日招商国证

生物医药A份额调整后的前收盘价存在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

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招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招商国证生物医药

份额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以及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5日，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尾法保留

到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的场内份额、招商国证生

物医药A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份

额折算比例按截尾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折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后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前基

金份额净

值

折算后基

金份额净

值

招商国证生物医

药场外份额

441,511,216.74 445,879,453.22 0.009893829 1.167 1.156

招商国证生物医

药场内份额

12,110,917.00 12,746,932.00 0.009893829 1.167 1.156

招商国证生物医

药

A

份额

26,086,610.00

26,086,610.00

0.019787658 1.023 1.000

注：招商国证生物医药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国证生物医药场外份

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国证生物医药场内份额；招

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国证生物医药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17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将于2015年12月17日开市

至10:30停牌，并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5年12月17日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

（2015年12月16日）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

元），即1.000元。 2015年12月17日当日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

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

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

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份额的场内份额持有人，可能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

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情况。

2、本基金原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招商国证生物医

药A份额和本基金基础份额———招商国证生物医药场内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

将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

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3、由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定期份额折算后，招商国

证生物医药A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

折溢价率所带来的风险。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话费），或登陆本公司

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招商国证生物医药

A

份额定期调整

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公告

根据《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招商国证生物医药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场内简称：生

物药A，交易代码：150271）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定：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约定

年基准收益率为“同期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3%” ，同期银行人民币一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以最近一次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次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

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准。 鉴于2015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

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0%，因此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新一期约定年基准收益率

为4.50%（=1.50� %+3%）。

风险提示：

本基金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本基金资

产出现极端损失情况下，招商国证生物医药A�份额持有人仍可能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

益乃至投资本金受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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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沪深

300

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招商

300

地产

A

份额定期调整

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公告

根据《招商沪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招商沪深300

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招商300�地产A�份额（场内

简称：地产A端，交易代码：150207）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定：招商300�地产A�份额

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同期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3%” ，同期银行人民

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以最近一次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次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

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准。 .鉴于2015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

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0%，因此招商300�地产A�份额新一期约定年基准收益率

为4.50%（=1.50� %+3%）。

风险提示：

本基金招商300�地产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本基金资产出

现极端损失情况下，招商300�地产A�份额持有人仍可能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乃至投

资本金受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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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沪深

300

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招商

300

高贝塔

A

份额定期调整

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公告

根据《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招商沪深300�高

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场内简称：高

贝塔A，交易代码：150145）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定：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约定年基

准收益率为“同期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3.5%” ，同期银行人民币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以最近一次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次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

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准。鉴于2015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0%， 因此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新一期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5.00%

（=1.50� %+3.5%）。

风险提示：

本基金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本基金资产出

现极端损失情况下，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持有人仍可能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乃至投

资本金受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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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沪深

300

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招商沪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招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招商300地

产份额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以及招商300地产A份额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5日，招商300地产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尾法保留到小

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招商300地产份额的场内份额、招商300地产A份额经

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按截

尾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折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后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前基

金份额净

值

折算后基

金份额净

值

招商

300

地产场

外份额

41,003,456.58 41,744,891.49 0.018082254 0.896 0.880

招商

300

地产场

内份额

3,982,703.00 4,850,480.00 0.018082254 0.896 0.880

招商

300

地产

A

份

额

22,003,940.00

22,003,940.00

0.036164509 1.032 1.000

新 增 场 内 招 商

300

地产份额

：

795,761.00

注：招商300地产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300地产场外份额，招商300地

产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300地产场内份额；招商300地产A份额经份额折

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300地产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17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招商300地产A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开市

至10:30停牌，并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5年12月17日招商300地产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年

12月16日）招商300地产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2015年12月17日当日招商300地产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招商300地产A份额、招商300地产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招商300地产A份额、招商300

地产份额的场内份额持有人，可能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

归入基金资产的情况。

2、本基金原招商300地产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招商300地产A份额和

本基金基础份额———招商300地产场内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的变

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

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3、由于招商300地产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定期份额折算后，招商300地

产A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率

所带来的风险。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话费），或登陆本公司

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沪深

300

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招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招商300高贝塔份额的

场外份额、场内份额以及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5日，招商300高贝塔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尾法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招商300高贝塔份额的场内份额、招商300高贝塔A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

例按截尾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折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后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前基

金份额净

值

折算后基

金份额净

值

招商

300

高贝塔

场外份额

25,459,644.07 26,097,230.24 0.025043012 0.932 0.909

招商

300

高贝塔

场内份额

2,295,619.00 2

，

917

，

676.00 0.025043012 0.932 0.909

招商

300

高贝塔

A

份额

11,271,970.00

11,271,970.00

0.050086025 1.046 1.000

新 增 场 内 招 商

300

高贝塔份额

：

564,568.00

注：招商300高贝塔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300高贝塔场外份额，招商

300高贝塔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300高贝塔场内份额；招商300高贝塔A

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300高贝塔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17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招商300高贝塔A将于2015年12月17日开市至

10:30停牌，并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5年12月17日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

年12月16日）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

元。 2015年12月17日当日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招商300高贝塔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

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招商

300高贝塔份额的场内份额持有人，可能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

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情况。

2、本基金原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招商300高贝塔A份

额和本基金基础份额———招商300高贝塔场内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

定的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

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3、由于招商300高贝塔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定期份额折算后，招商300

高贝塔A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

价率所带来的风险。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话费），或登陆本公司

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招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招商转债份额的场外份

额、场内份额以及招商转债A份额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5日，招商转债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尾法保留到小数点

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招商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招商转债A份额经折算后的份

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按截尾法精确到

小数点后第9位，折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后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前基

金份额净

值

折算后基

金份额净

值

招商转债场外份

额

63,664,858.63 64,639,888.10 0.015315034 1.119 1.102

招商转债场内份

额

28,065,568.00 37,459,513.00 0.015315034 1.119 1.102

招商转债

A

份额

409,720,559.00

409,720,559.00

0.021878620 1.024 1.000

新增场内招商转

债份额

：

8,964,120.00

注：招商转债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转债场外份额，招商转债场内份

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转债场内份额；招商转债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

招商转债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17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招商转债A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开市至

10:30停牌，并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5年12月17日招商转债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年12

月16日）招商转债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2015年

12月17日当日招商转债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招商转债A份额、招商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单

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招商转债A份额、招商转债份额的场内

份额持有人，可能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

情况。

2、本基金原招商转债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招商转债A份额和本基金

基础份额———招商转债场内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持有

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

份额的情况。

3、由于招商转债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定期份额折算后，招商转债A份额

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率所带来

的风险。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话费），或登陆本公司

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招钱宝货币市场基金

A

类增加

天天基金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天基金” ）签署的《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

议》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框架补充协议》，自2015年12月17日起，招商招钱宝

货币市场基金A类（代码：000588）增加天天基金为代销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

一、办理场所及相关说明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天天基金办理招商招钱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的开户、申购、定投、

转换等业务，具体的办理手续请遵循天天基金的相关规定。

单个投资者在天天基金申购（含定投申购）持有招商招钱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的累计

上限为100万元。

二、咨询办法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18-188

公司网址：www.1234567.com.cn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7-9555

公司网址：http://www.cmfchina.com/

三、风险提示

（一）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

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二）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三）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

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

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

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关于招商中证白酒

A

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前

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招商中

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约定，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招商中证白酒份额（场

内简称：白酒分级，基金代码：161725）和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场内简称：白酒A，交易代

码：150269）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5年12

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上的《关于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17日招

商中证白酒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年12月16日）招商中

证白酒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招商中证白酒A

份额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的收盘价为

0.941元，扣除前一期约定收益后为0.912元，与2015年12月17日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调整后

的前收盘价存在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招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招商中证白酒份额的场

外份额、场内份额以及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5日，招商中证白酒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尾法保留到小

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招商中证白酒份额的场内份额、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按

截尾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折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后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前基

金份额净

值

折算后基

金份额净

值

招商中证白酒场

外份额

244,201,542.55 248,600,274.85 0.018012713 0.825 0.811

招商中证白酒场

内份额

17,384,785.00 20,593,720.00 0.018012713 0.825 0.811

招商中证白酒

A

份额

80,381,796.00

80,381,796.00

0.036025426 1.029 1.000

新增场内招商中

证白酒份额

：

2,895,788.00

注：招商中证白酒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中证白酒场外份额，招商中

证白酒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中证白酒场内份额；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经

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中证白酒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17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将于2015年12月17日开市

至10:30停牌，并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5年12月17日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

年12月16日）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2015年12月17日当日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招商中证白酒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招商中证

白酒份额的场内份额持有人，可能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

归入基金资产的情况。

2、本基金原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

和本基金基础份额———招商中证白酒场内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

的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

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3、由于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定期份额折算后，招商中证白

酒A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率

所带来的风险。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话费），或登陆本公司

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招商中证白酒

A

份额定期调整约定年基准

收益率的公告

根据《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场内简称：白酒A，交易代码：

150269）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定：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同期银

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3%” ，同期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以最近

一次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次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

准。 鉴于2015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

1.50%，因此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新一期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4.50%（=1.50� %+3%）。

风险提示：

本基金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本基金资产出

现极端损失情况下，招商中证白酒A�份额持有人仍可能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乃至投

资本金受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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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中证煤炭

A

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前

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招商中

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招商中证煤炭份

额（场内简称：煤炭分级，基金代码：161724）和招商煤炭A份额（场内简称：煤炭A，交易代

码：150251）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5年12

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上的《关于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17日招

商中证煤炭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年12月16日）招商中

证煤炭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招商中证煤炭A

份额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的收盘价为

0.932元，扣除前一期约定收益后为0.909元，与2015年12月17日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调整后

的前收盘价存在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招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招商中证煤炭份额

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以及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5日，招商中证煤炭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尾法保留到小

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招商中证煤炭份额的场内份额、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按

截尾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折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后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前基

金份额净

值

折算后基

金份额净

值

招商中证煤炭场

外份额

206,458,933.83 208,714,635.80 0.010925669 1.058 1.047

招商中证煤炭场

内份额

31,590,858.00 33,704,183.00 0.010925669 1.058 1.047

招商中证煤炭

A

份额

80,918,343.00

80,918,343.00

0.021851339 1.023 1.000

新增场内招商中

证煤炭份额

：

1,768,174.00

注：招商中证煤炭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中证煤炭场外份额，招商中

证煤炭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中证煤炭场内份额；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经

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中证煤炭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17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招商中证煤炭A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开市

至10:30停牌，并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5年12月17日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

年12月16日）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2015年12月17日当日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招商中证煤炭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招商中证

煤炭份额的场内份额持有人，可能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

归入基金资产的情况。

2、本基金原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

和本基金基础份额———招商中证煤炭场内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

的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

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3、由于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定期份额折算后，招商中证煤

炭A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率

所带来的风险。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话费），或登陆本公司

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招商中证煤炭

A

份额定期调整约定

年基准收益率的公告

根据《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场内简称：煤炭A，交

易代码：150251）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定：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

“同期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3%” ，同期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以最近一次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次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

利率为准。 鉴于2015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为1.50%，因此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新一期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4.50%（=1.50� %+3%）。

风险提示：

本基金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本基金资产出

现极端损失情况下，招商中证煤炭A�份额持有人仍可能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乃至投

资本金受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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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招商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招商中证证券

公司份额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以及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5日，招商中证证券公司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尾法保留

到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招商中证证券公司份额的场内份额、招商中证证

券公司A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份

额折算比例按截尾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折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后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前基

金份额净

值

折算后基

金份额净

值

招商中证证券公

司场外份额

411,625,811.03 412,891,693.35 0.003075323 0.965 0.962

招商中证证券公

司场内份额

684,946,641.00 695,008,910.00 0.003075323 0.965 0.962

招商中证证券公

司

A

份额

1,293,495,959.00

1,293,495,959.00

0.006150647 1.006 1.000

新增场内招商中

证 证 券 公 司 份

额

：

7,955,837.00

注： 招商中证证券公司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中证证券公司场外份

额， 招商中证证券公司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中证证券公司场内份额；招

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中证证券公司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17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将于2015年12月17日开市

至10:30停牌，并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5年12月17日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

（2015年12月16日）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

元），即1.000元。 2015年12月17日当日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

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招商中证证券公司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

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

份额、招商中证证券公司份额的场内份额持有人，可能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

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情况。

2、本基金原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招商中证证券公

司A份额和本基金基础份额———招商中证证券公司场内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

将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

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3、由于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定期份额折算后，招商中

证证券公司A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

折溢价率所带来的风险。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话费），或登陆本公司

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招商中证证券公司

A

份额定期

调整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公告

根据《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招商中证全指

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 份额（场

内简称：券商A，交易代码：150200）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定：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

份额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同期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3%” ，同期银行

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以最近一次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次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

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准。鉴于2015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

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0%，因此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新一期约定年基准

收益率为4.50%（=1.50� %+3%）。

风险提示：

本基金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本基金资

产出现极端损失情况下，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持有人仍可能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

益乃至投资本金受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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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中证银行

A

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前

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招商中

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约定， 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招商中证银行份额（场

内简称：银行份额，基金代码：161723）和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场内简称：银行A端，交易代

码：150249）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5年12

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上的《关于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17日招

商中证银行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年12月16日）招商中

证银行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由于招商中证银行A

份额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的收盘价为

0.943元，扣除前一期约定收益后为0.913元，与2015年12月17日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调整后

的前收盘价存在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招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招商中证银行份额的场

外份额、场内份额以及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5日，招商中证银行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尾法保留到小

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招商中证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按

截尾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折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折算后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前基

金份额净

值

折算后基

金份额净

值

招商中证银行场

外份额

439,098,824.93 446,782,578.82 0.017498917 0.878 0.863

招商中证银行场

内份额

1,991,518.00 4,116,087.00 0.017498917 0.878 0.863

招商中证银行

A

份额

59,709,992.00

59,709,992.00

0.034997834 1.030 1.000

新增场内招商中

证银行份额

：

2,089,720.00

注：招商中证银行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中证银行场外份额，招商中

证银行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中证银行场内份额；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经

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招商中证银行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17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招商中证银行A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开市

至10:30停牌，并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5年12月17日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

年12月16日）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2015年12月17日当日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招商中证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招商中证

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持有人，可能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

归入基金资产的情况。

2、本基金原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

和本基金基础份额———招商中证银行场内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

的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

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3、由于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定期份额折算后，招商中证银

行A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率

所带来的风险。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话费），或登陆本公司

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之招商中证银行

A

份额定期调整约定年

基准收益率的公告

根据《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场内简称：银行A端，交易代

码：150249） 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定： 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

“同期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3%” ，同期银行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以最近一次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次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

基准利率为准。鉴于2015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

利率为1.50%， 因此招商中证银行A� 份额新一期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4.50%（=1.50� %

+3%）。

风险提示：

本基金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本基金资产出

现极端损失情况下，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持有人仍可能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乃至投

资本金受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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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中证证券公司

A

份额定期份额折算

后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招商中

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招商中

证证券公司份额（场内简称：券商分级，基金代码：161720）和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场

内简称：券商A，交易代码：150200）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

关事宜，详见2015年12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招商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于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

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17日招

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年12月16日）招

商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招商

中证证券公司A份额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招商中证证券公司A

份额的收盘价为0.917元，扣除前一期约定收益后为0.911元，与2015年12月17日招商中证

证券公司A份额调整后的前收盘价存在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

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关于招商转债

A

份额年度份额折算后前

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招商可

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约定， 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招商可转债份额（场内

简称：转债分级，基金代码：161719）和招商转债A份额（场内简称：转债优先，交易代码：

150188）办理年度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年度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2015年12月

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

的《关于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年度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17日招

商转债A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5年12月16日）招商转债A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招商转债A份额份额折

算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招商转债A份额的收盘价为1.029元，扣除前一期

约定收益后为1.005元， 与2015年12月17日招商转债A份额调整后的前收盘价存在差异，

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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