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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信诚基金关于

TMT

中证

A

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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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中

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5年12

月15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场内简称“信诚TMT” ，交易代码：165522）和信诚中

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场内简称“TMT中证A” ，交

易代码：150173））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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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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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T中证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TMT中

证A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TMT中证A折算前存在

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0.935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09

元， 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

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信诚基金关于沪深

300A

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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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沪深300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日交易结

束后登记在册的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以下简称

“信诚300” ，交易代码：165515）和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

额（以下简称“沪深300A” ，交易代码：150051）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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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信诚基

金关于信诚沪深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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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沪深3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沪深300A

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沪深300A折算前存在折价

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0.953元， 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15元，

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

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信诚基金关于金融

A

定期份额折算后

次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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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中证800

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

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信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

额（以下简称“信诚金融” ，交易代码：165521）和信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以下简称“金融A” ，交易代码：150157）办理了定期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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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上的《信诚基金关于信诚中证800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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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金融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金融A份额净

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金融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

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0.995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35元，与2015年12

月17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

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沪深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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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信诚沪深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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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2015年12月15日为份额

折算日，对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

300” ，交易代码：165515）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和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A份额（以下简称“沪深300A” ，交易代码：150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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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300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

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信诚300的场内份

额、沪深300A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截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

分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份）

新增份额折算比

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

净值（元）

折算后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元）

折算后份额（份）

信诚300场外份额 18,262,119.01 0.024779197 0.769 1.413 18,714,639.65

信诚300场内份额 125,053,425.00 0.024779197 0.769 1.413

161,398,454

（注1）

沪深300A份额 670,851,158.00 0.049558395 1.000 1.234 670,851,158.00

注1：该“折算后份额” 包括沪深300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信诚300

场内份额。

注2：信诚300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300场外份额；信诚

300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300场内份额；沪深300A份额经份

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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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沪深300A份额将于2015年12月17

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 并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复牌。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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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沪深3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沪深

300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沪深300A折算前存

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0.953元， 扣除约定收益后为

0.915元，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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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沪深300A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300场内份额分配给沪深

300A的份额持有人，而信诚300为跟踪沪深300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

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 因此沪深30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 由于沪深300A新增份额所折算成的信诚300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300

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份计入基

金财产， 持有较少沪深300A或信诚300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

信诚300份额的可能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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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2、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中证

800

金融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

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信诚中证800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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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2015年12月15日为

份额折算日，对信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

称“信诚金融” ，交易代码：165521）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和信诚中证800金

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以下简称“金融A” ，交易代码：150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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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诚金融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

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信诚金融的场内

份额、金融A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截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

入基金资产。 份额折算比例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份）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后基金

份额净值

（元）

折算后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元）

折算后份额（份）

信诚金融场外份额 53,974,307.02 0.03036714 0.980 1.614 55,613,352.36

信诚金融场内份额 78,047,284.00 0.03036714 0.980 1.614

173,490,681.00

（注1）

金融A份额 1,532,467,757.00 0.06073428 1.000 1.122 1,532,467.757.00

注1：该“折算后份额” 包括金融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信诚金融场内

份额。

注2：信诚金融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金融场外份额；信诚

金融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金融场内份额；金融A份额经份额

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金融场内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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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金融A份额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

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 并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复牌。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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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金融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金融A的份

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金融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

形，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0.995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35元，与2015

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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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金融A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金融场内份额分配给金融A

的份额持有人，而信诚金融为跟踪中证800金融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

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金融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 由于金融A新增份额所折算成的信诚金融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金融的

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皆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1份）， 余额计入基金资

产，持有较少金融A或信诚金融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信诚金融

份额的可能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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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2、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中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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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信诚中证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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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2015年12月15日为

份额折算日，对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

称“信诚医药” ，交易代码：165519）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和信诚中证800医

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以下简称“医药800A” ，交易代码：15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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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诚医药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

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信诚医药的场内

份额、800医药A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截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

计入基金资产。 份额折算比例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份）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

净值（元）

折算后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元）

折算后份额（份）

信诚医药场外份额 105,199,688.22 0.02314237 0.863 1.449 107,634,258.33

信诚医药场内份额 20,764,914.00 0.02314237 0.863 1.449

25,422,842.00

（注1）

医药800A份额 90,253,924.00 0.04628474 1．000 1.142 90,253,924.00

注1：该“折算后份额” 包括医药800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信诚医药

场内份额。

注2：信诚医药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医药场外份额；信诚

医药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医药场内份额；医药800A份额经

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医药场内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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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医药800A份额将于2015年12月17

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 并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复牌。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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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医药8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医药

800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医药800A折算前存

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1.023元， 扣除约定收益后为

0.983元，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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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医药800A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医药场内份额分配给医药

800A的份额持有人， 而信诚医药为跟踪中证800制药与生物科技指数的基础

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医药80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

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由于医药800A新增份额所折算成的信诚医药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医药

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资

产， 持有较少医药800A或信诚医药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信诚

医药份额的可能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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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2、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中证

800

有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

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信诚中证800有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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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2015年12月15日为

份额折算日，对信诚中证800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

称“信诚有色” ，交易代码：165520）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和信诚中证800有

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以下简称“有色800A” ，交易代码：15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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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诚有色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

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信诚有色的场内

份额、有色800A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截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

计入基金资产。 份额折算比例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份）

新增份额折算比

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

值（元）

折算后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

（元）

折算后份额（份）

信诚有色场外份额 156,772,062.73 0.012175663 1.064 1.202 158,680,866.53

信诚有色场内份额 88,133,931.00 0.012175663 1.064 1.202

91,300,706.00

（注1）

有色800A份额 85,978,336.00 0.024351326 1.000 1.139 85,978,336.00

注1：该“折算后份额” 包括有色800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信诚有色

场内份额。

注2：信诚有色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有色场外份额；信诚

有色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有色场内份额； 有色800A份额经

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有色场内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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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业务，有色800A份额将于2015年12月17

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 并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复牌。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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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色8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有色

800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有色800A折算前存

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0.978元， 扣除约定收益后为

0.952元，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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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色800A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有色场内份额分配给有色

800A的份额持有人，而信诚有色为跟踪中证800有色金属指数的基础份额，其

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 因此有色80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由于有色800A新增份额所折算成的信诚有色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有色

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资

产， 持有较少有色800A或信诚有色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信诚

有色份额的可能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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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2、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中证

TMT

产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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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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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2015年12月15

日为份额折算日， 对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

额（场内简称“信诚TMT” ，交易代码：165522））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和信

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 （场内简称 “TMT中证

A” ，交易代码：150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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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TMT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

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信诚TMT的场内

份额、TMT中证A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截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

额计入基金资产。 份额折算比例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份）

新增份额折算比

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

净值（元）

折算后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元）

折算后份额（份）

信诚TMT场外份额 200,232,165.85 0.011754821 1.086 1.667 202,585,859.12

信诚TMT场内份额 40,424,357.00 0.011754821 1.086 1．667

45,629,581.00

（注1）

TMT中证A份额 201,195,923.00 0.023509641 1.000 1.061 201,195,923.00

注1： 该 “折算后份额” 包括TMT中证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信诚

TMT场内份额。

注2：信诚TMT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TMT场外份额；信

诚TMT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TMT场内份额；TMT中证A份

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TM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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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 和配对转换业务，TMT中证A份额将于2015年12月

17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将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10:30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复牌。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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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T中证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TMT

中证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TMT中证A折算前

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0.935元， 扣除约定收益后为

0.909元，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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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TMT中证A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TMT场内份额分配给

TMT中证A的份额持有人，而信诚TMT为跟踪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的基础

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TMT中证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

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3、 由于TMT中证A新增份额所折算成的信诚TMT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

TMT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

基金资产， 持有较少TMT中证A或信诚TMT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

场内信诚TMT份额的可能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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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2、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信诚基金关于医药

800A

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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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中证800

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

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

额（以下简称“信诚医药” ，交易代码：165519）和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以下简称“医药800A” ，交易代码：150148）办理了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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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

站上的《信诚基金关于信诚中证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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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医药8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医药800A

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医药800A折算前存在折价

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1.023元， 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83元，

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

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信诚基金关于有色

800A

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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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中证800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中证800

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5年12月15日对在该

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信诚中证800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

额（以下简称“信诚有色” ，交易代码：165520）和信诚中证800有色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以下简称“有色800A” ，交易代码：150150）办理了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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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

站上的《信诚基金关于信诚中证800有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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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色800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16日的有色800A

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有色800A折算前存在折价

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5日的收盘价为0.978元， 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52元，

与2015年12月17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2015年12月17日当日可能出现

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股票代码：

600455

股票简称：博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7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股东一致行动关系及持股情况核查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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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本公司” 、“博通股

份” ）已于2015年12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了《博通股份关于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问询函及核查情况的公告》和《博通股份关于股东是否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核查情况的补充公告》。

2015年12月16日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关于对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事项的监管工作

函》（上证公函﹝2015﹞2007号），监管工作函的主要内容为：让本公

司对以下信息作出补充和更正披露：（1）补充披露截至目前黄永飞、

顾萍、黄凯凯等三人、及黄培、秦伟、秦晶晶、顾春泉等四人，持有本公

司股份的情况；（2）补充披露黄永飞、顾萍、黄凯凯等三人、及黄培、

秦伟、秦晶晶、顾春泉等四人，自增持日起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3）

请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伟、秦晶晶等六人按照《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规定，补充更正披露关于

博通股份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现本公司根据最新收到的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伟、秦

晶晶、顾春泉等人的证明文件、以及核实情况，进一步披露相关股东

一致行动关系及持股情况的核查结果， 以及补充披露关于监管工作

函所提及的三个信息事项如下：

一、关于相关股东之间一致行动关系的核查情况。

1、黄永飞、顾萍、黄凯凯是一家三口，黄永飞与顾萍是夫妻，黄凯

凯是黄永飞与顾萍的儿子；黄永飞与黄培之间是亲姐弟关系（黄培是

黄永飞的亲姐姐）；黄培、秦伟、秦晶晶是一家三口，秦伟与黄培是夫

妻，秦晶晶是秦伟与黄培的儿子。

2015年12月16日本公司收到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伟、

秦晶晶等六人提供的《关于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伟、秦晶晶

一致行动关系的更正说明》，主要内容为；（1）根据《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伟、秦晶

晶等六人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伟、

秦晶晶等六人为一致行动人。 （2）由于黄永飞、黄凯凯、顾萍、黄培、

秦伟、秦晶晶等六人对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于

“一致行动人” 的定义认知有误，错误认为黄永飞、顾萍、黄凯凯等三

人与黄培、秦伟、秦晶晶等三人非直系亲属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且

黄永飞、顾萍、黄凯凯等三人事先以及在增持本公司股票期间未与黄

培、秦伟、秦晶晶等三人进行过任何形式的交流与沟通，故在2015年9

月9日，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伟、秦晶晶等六人仅就黄永飞、

顾萍、 黄凯凯等三人作为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份事项进行了权

益变动披露， 并且在2015年12月14日向本公司出具了不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的错误说明。

本公司经核查，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关于

“一致行动人” 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认为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

秦伟、秦晶晶等六人为一致行动人。

2、顾春泉与顾萍之间是表兄妹关系，顾春泉是顾萍的表兄。

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伟、秦晶晶等六人和顾春泉均书

面认为：顾春泉与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伟、秦晶晶等六人之

间均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经核查，基于本公司现有证据情况下，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八十三条关于“一致行动人” 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目前没有

发现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伟、秦晶晶等六人与顾春泉之间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二、截至目前黄永飞、顾萍、黄凯凯等三人、及黄培、秦伟、秦晶

晶、顾春泉等四人，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1、黄永飞、顾萍、黄凯凯等三人自2015年7月9日至2015年9月2

日，通过自己分别开立的6个股票账户及黄永飞实际控制的“北京千

石创富-海通证券-黄永飞” 股票账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系统购买本公司股票， 合并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数量3,568,93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71%。该事项本公司已于2015年9月9日公告。

根据黄永飞、顾萍、黄凯凯等三人书面证明：截至目前，黄永飞、

顾萍、黄凯凯等三人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数量都没有变动，与2015年9

月2日收盘时相同，依然合并持有本公司股票3,568,937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5.71%。

2、根据黄培、秦伟、秦晶晶等三人书面证明：截至目前，黄培持有

本公司股票233,649股， 占总股本的0.37%， 秦伟持有本公司股票

467,239股，占总股本的0.75%，秦晶晶持有本公司股票24,500股，占

总股本的0.04%，三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725,388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1.16%。

3、截至目前，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伟、秦晶晶等六人作

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4,294,32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6.87%。

4、根据顾春泉书面证明：截至目前，顾春泉持有本公司股票1,

472,2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36%。

三、黄永飞、顾萍、黄凯凯等三人、及黄培、秦伟、秦晶晶、顾春泉

等四人，自增持日起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1、黄永飞、顾萍、黄凯凯等三人自增持日起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

况

（1）2015年7月9日至9月2日，黄永飞、顾萍、黄凯凯等三人累计

买入本公司股票3,568,93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71%，在此期间无

卖出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2）根据黄永飞、顾萍、黄凯凯等三人书面证明：自2015年9月2

日收盘后至目前，黄永飞、顾萍、黄凯凯等三人均没有买入和卖出本

公司股票的情况。

2、黄培、秦伟、秦晶晶等三人，自增持日起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

况

根据黄培、秦伟、秦晶晶等三人书面证明，黄培自2015年9月8日

开始增持本公司股票，直至2015年10月22日，在此期间有比较频繁的

买入本公司股票情况和少量卖出本公司股票情况，累计买入242,463

股，累计卖出8,814股，目前持股余额为233,649股。

秦伟自2015年7月24日开始增持本公司股票， 直至2015年10月

22日，在此期间有比较频繁的买入和卖出本公司股票情况，累计买入

739,600股，累计卖出272,361股，目前持股余额为467,239股。

秦晶晶自2015年7月30日开始增持本公司股票， 直至2015年10

月21日，在此期间有比较频繁的买入和卖出本公司股票情况，累计买

入82,000股，累计卖出57,500股，目前持股余额为24,500股。

3、顾春泉，自增持日起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顾春泉自2015年7月24日开始增持本公司股票，直至2015年9月

11日，在此期间有买入和卖出本公司股票情况，但顾春泉未提供具体

的买入和卖出情况，目前持股余额为1,472,200股。

四、请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伟、秦晶晶等六人补充更正

披露关于博通股份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1、本公司2015年9月9日披露关于黄永飞、顾萍、黄凯凯等三人增

持本公司股份的《博通股份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和《博

通股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时，黄永飞、顾萍、黄凯凯等三人未向本

公司告知其有其他一致行动人，本公司也不知晓黄永飞、顾萍、黄凯

凯、黄培、秦伟、秦晶晶等六人为一致行动人。

2、2015年12月16日本公司已向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

伟、秦晶晶等六人告知了其应当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

十三条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规定， 补充更正披露关于博通股份的权益

变动报告书，黄永飞、顾萍、黄凯凯、黄培、秦伟、秦晶晶等六人已承诺

将尽快提供和披露补充更正后的《博通股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待收到后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