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易方达保本一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30家销售机构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16年1月

11日起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保本一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0189）的销

售机构。

特别提示：2016年1月11日至2016年1月22日为本基金的认购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联系人：宋亚平

客户服务电话：95566

传真：010-66594465

网址：www.boc.cn

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联系人：王未雨

客户服务电话：95533

网址：www.ccb.com

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

法定代表人：李国华

联系人：王硕

客户服务电话：95580

传真： 010-68858117

网址：www.psbc.com

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牛锡明

联系人：张宏革

联系电话：021-58781234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5.�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933号

办公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933号

法定代表人：陈新民

联系人：曾武

电话：027-82656704

传真：027-82656213

客户服务电话：4006096558

公司网站： http://www.hkbchina.com

6.�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一号丽华大厦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一号丽华大厦

法定代表人：上官永清

联系人：董嘉文

电话：0351-6819579

传真：0351-6819926

客户服务电话：9510-5588

公司网站：www.jshbank.com

7.�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克拉玛依市世纪大道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号B座

法定代表人：蒋尚军

联系人：张碧华

电话：010-89026813

传真：010-89025421

客户服务电话：4006696569

公司网站：www.klb.cn

8.�浙江临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巾山中路2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巾山中路2号

法定代表人：张宇

联系人：王艳

电话：0576-85317606

传真：0576-85317599

客户服务电话：4008896596

公司网站： www.zjlhbank.com

9.�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洛阳市开元大道256号

办公地址：河南省洛阳市开元大道256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甫

联系人：郭文博

电话：0379-65921977

传真：0379-65938595

客户服务电话：96699

公司网站：www.bankofluoyang.com.cn/

10.�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金融大街699号

办公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金融大街699号

法定代表人：陈晓明

联系人：陈云波

电话：0791-86796029

传真：0791-86771100

客户服务电话：96266

公司网站：www.nccbank.com.cn

1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联系人：张莉

联系电话：021-38637673

客户服务电话：95511-3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021-50979507

网址： bank.pingan.com

1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高天、姚磊

联系电话：021-61618888

客户服务电话：95528

传真：021-63604196

网址：www.spdb.com.cn

13.�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泉州市云鹿路3号

办公地址：泉州市云鹿路3号

法定代表人：傅子能

联系人：董培姗

电话：0595-22551071

传真：0595-22578871

客户服务电话：4008896312

公司网站： www.qzccbank.com

14.�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8号中融碧玉蓝天大厦15－20，22-27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8号中融碧玉蓝天大厦15－20，22-27层

法定代表人：侯福宁

联系人：施传荣

联系电话：021-38576666

客服电话：021-962999、 4006962999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021-38523664

网址：www.srcb.com

15.�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6号光大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金融街F3大厦（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联系人：朱红

联系电话：010-63636153

客户服务电话：95595

传真：010-63639709

网址：www.cebbank.com

16.�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法定代表人：常振明

联系人：廉赵峰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传真：010-85230049

网址：bank.ecitic.com

17.�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东路10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东路10号

法定代表人： 刘建忠

联系人：范亮

联系电话：023-67637962

客户服务电话：023-966866

传真：023-67637909

网址： www.cqrcb.com

18.�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5、18、19、36、38、41、42、43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黄岚

客户服务电话：95575

网址：www.gf.com.cn

19.�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80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26楼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80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26楼

法定代表人：蔡一兵

联系人：郭磊

联系电话：0731-84403360、0731-84403319

客户服务电话：4008835316

传真：0731-84403439

网址：www.cfzq.com

20.�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129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A座-大连期货大厦38、39层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129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A座-大连期货大厦38、39层

法定代表人： 李红光

联系人：谢立军

联系电话：0411-39991807

客户服务电话：4008-169-169

传真：0411-39673214

网址：www.daton.com.cn

21.�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法定代表人：杨树财

联系人：安岩岩

联系电话：0431-85096517

传真：0431-85096795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0-686

网址：www.nesc.cn

22.�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12-15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12-15层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联系人：汤漫川

联系电话：010-66555316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3

传真：010-66555133

网址：www.dxzq.net

23.�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7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7楼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刘闻川

联系电话：021-68778790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传真：021-68777992

网址：www.cnhbstock.com

24.�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陈文彬

联系电话：010-83991716

� � � �客户服务电话：400-660-9839

传真：010-66412537

网址：www.rxzq.com.cn

25.�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招商银行大厦40/42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招商银行大厦40/42层

法定代表人：姜昧军

联系人：雷新东

联系电话：0755-83199511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0755-83199511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0755-83199545

网址：www.csco.com.cn

26.�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1号高德置地广场F栋18、19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1号高德置地广场F栋18、19层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联系人：甘蕾

联系电话：020-38286026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33

传真：020-38286588

网址：www.wlzq.com.cn

27.�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联系人：邓颜

联系电话：010-66568292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8

传真：010-66568990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28.�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黄婵君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客户服务电话：95565、400-8888-111

传真：0755-82943636

网址：www.newone.com.cn

29.�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555号裕景国际B座16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单丙烨

电话：021-20691832

传真：021-20691861

客服电话：400-820-2899

公司网站：www.erichfund.com

30.�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6号建威大厦120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6号建威大厦1208-1209室

法定代表人：罗细安

联系人：史丽丽

电话：010-67000988

传真：010-67000988-6000

客户服务电话：400-001-8811

公司网站：www.zcvc.com.cn

3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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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

中国农业银行实行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协商一致,� 农业银行决定于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对

开放式公募基金组合申购、定投进行费率优惠。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广发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037

广发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000038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 000179

广发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214

广发趋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215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 000369

广发集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473

广发集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474

广发竞争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29

广发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50

广发聚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67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70001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70002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A类 270004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B类 270014

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05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06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07

广发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08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09

广发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70010

广发聚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21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22

广发全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 270023

广发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25

广发中小板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联接基金 270026

广发标普全球农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 270027

广发制造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28

广发聚财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70029

广发聚财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270030

广发消费品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41

广发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 270042

广发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70044

广发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70045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70048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70049

广发新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70050

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2703

广发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 162711

广发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2712

广发深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2714

广发聚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LOF） 162715

广发聚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LOF） 162716

二、活动时间：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三、具体优惠费率规则

1、活动期间，通过农业银行任一渠道新签约办理任一基金定投（含智能定投）的客户，在定投（或智能定

投）申购成功扣款一次后，从第二次申购开始享有申购费率5折优惠。 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

率优惠。

2、通过个人网银申购基金组合产品的客户，其申购费率享有5折优惠。 若组合内单只基金申购费率为固

定金额，则该产品不享受费率优惠。 单独申购组合内任一产品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

3、各基金费率及优惠以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为准。

4、下列基金暂不支持基金定投业务，开通定投业务的时间详见本公司最新公告：广发理财7天债A类、广

发理财7天债B类和广发货币B类。

四、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农业银行开放式公募基金定投、组合购买交易。

2、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国农业银行网址：www.abchina.com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www.gffunds.com.cn

客服电话：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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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

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指数熔断实施期间

调整旗下部分基金开放时间的公告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关于指数熔断的相关规则、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关于指数熔断机制实施后公募基金行业相关配套工作安排的通知》及相关基金合同等的规定，广

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将在指数熔断实施期间调整旗下部分基金的开放时间。 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当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日均恢复交易的，我司旗下所有公募基金的开放

时间均不进行调整；当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指数熔断至收盘的，我司将根据基

金的不同类型调整开放时间。 具体情况如下：

一、我司旗下的QDII基金（不含广发纳斯达克100ETF）、货币市场基金、理财债券基金及基金合同投资范

围中不包含指数熔断品种的其他债券型基金的开放时间不受指数熔断的影响，基金开放时间不进行调整。

二、我司旗下的交易型开放式基金（“ETF” ）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办理时间将按照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

明书及上市交易基金所在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依据目前的相关规定，我司旗下的所有ETF在发生指数熔

断时可以正常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如需暂停ETF的申购赎回我公司将另行公告。

三、除上述基金外的其他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及基金合同投资范围中包含指数熔断品种的债券型基

金和其他基金（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基金名单见后附表1），开放时间调整如下：

若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发生指数熔断且指数熔断至收盘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的具体办理时间截至到当日最后一次指数熔断发生时止， 即对当日交易所提前停止交易发生时至当日15:00

间提交的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及定投等业务申请，将无法按照当日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及定投等业务申请进

行处理。对于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因熔断规则导致收市时间不一致的，将按照孰早原则执行。认购、转托管和

分红方式变更等不受上述开放时间调整的影响。 其中定期开放基金的开放时间以我司届时公告为准。

我司将在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定期更新时，对招募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更新。

重要提示：

1、若未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指数熔断规则发生变化或其他

特殊情况，我司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2、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指数熔断且指数熔断至收盘的，我司将在公司网站及时发布相

关公告，说明受指数熔断影响的相关基金当日申购赎回等业务实际办理时间的变化等事项；如果届时发布的

公告涉及具体基金当日申购赎回等业务办理时间处理方式与上述处理方式不一致的，以届时的公告为准。

3、对当日从交易所提前停止交易截至15:00间提交的申请，我司按如下规则处理：对通过我司直销柜台和

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的申请，按下一开放日的申请处理，投资者可于下一开放日办理上述申请的撤单；对于通过

代销机构提交的上述申请，是被确定为失败还是顺延为下一日的申请处理，请投资者及时咨询代销机构。

4、当发生指数熔断时，基金管理人可能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延缓支付基金赎回款。 当指数熔断并伴随发

生基金的巨额赎回时， 基金管理人可能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部分延期赎回或暂停基金的赎回，

届时投资者在熔断实施前提交的申请也可能被部分或全部拒绝，敬请投资者注意。

5、对本公告发布后募集成立的基金，除届时发布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涉及该基金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另

有规定外，我司将按照本公告处理指数熔断期间该基金的申赎类业务申请。

6、投资者如需了解业务详情，可咨询代销机构或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本公司：

（1）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免长途费）

（2）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附表1：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基金名单

基金代码 证券简称 基金全称 基金类型

270010 广发沪深300 广发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基金

162714 广发深证100分级 广发深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基金

270026

广发中小板300ETF联

接

广发中小板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ETF联接基金

162711 广发中证500ETF联接

广发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LOF)

股票型基金

000826 广发中证百发100A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基金

000827 广发中证百发100E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基金

001064 广发中证环保产业 广发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基金

001469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

ETF联接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ETF联接基金

001133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

ETF联接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ETF联接基金

001460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ETF

联接

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

ETF联接基金

000942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

ETF联接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ETF联接基金

001180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ETF联接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ETF联接基金

001459

广发中证全指原材料

ETF联接

广发中证全指原材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ETF联接基金

001458

广发中证全指主要消费

ETF联接

广发中证全指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ETF联接基金

000968 广发中证养老产业 广发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基金

502056 广发中证医疗 广发中证医疗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基金

002107 广发安富回报A 广发安富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2108 广发安富回报C 广发安富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761 广发安宏回报A 广发安宏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762 广发安宏回报C 广发安宏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290 广发安泰回报 广发安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260 广发安心回报 广发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741 广发百发大数据A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742 广发百发大数据E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734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成

长A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735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成

长E

广发百发大数据策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混合型基金

270006 广发策略优选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0214 广发成长优选 广发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270007 广发大盘成长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763 广发多策略 广发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468 广发改革先锋 广发改革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270025 广发行业领先 广发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F270025 广发行业领先H 广发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270008 广发核心精选 广发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0529 广发竞争优势 广发竞争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115 广发聚安A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116 广发聚安C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189 广发聚宝 广发聚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270005 广发聚丰 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270001 广发聚富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206 广发聚惠A 广发聚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207 广发聚惠C 广发聚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353 广发聚康A 广发聚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354 广发聚康C 广发聚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270021 广发聚瑞 广发聚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2025 广发聚盛A 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2026 广发聚盛C 广发聚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355 广发聚泰A 广发聚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1356 广发聚泰C 广发聚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0567 广发聚祥灵活配置 广发聚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0167 广发聚优A 广发聚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J000167 广发聚优H 广发聚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0117 广发轮动配置 广发轮动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270022 广发内需增长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0747 广发逆向策略 广发逆向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0215 广发趋势优选 广发趋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270002 广发稳健增长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270041 广发消费品精选 广发消费品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162703 广发小盘成长 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混合型基金

000550 广发新动力 广发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270050 广发新经济 广发新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270028 广发制造业精选 广发制造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0477 广发主题领先 广发主题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

000473 广发集鑫A 广发集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基金

000474 广发集鑫C 广发集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基金

270029 广发聚财信用A 广发聚财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基金

270030 广发聚财信用B 广发聚财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基金

162712 广发聚利 广发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债券型基金

000118 广发聚鑫A 广发聚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基金

000119 广发聚鑫C 广发聚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基金

270044 广发双债添利A 广发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基金

270045 广发双债添利C 广发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基金

270009 广发增强债券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基金

【注】2015年12月31日后新成立的同类基金或基金份额也将适用开放时间调整，除有特殊情况外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广发新兴产业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下列代销机构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

增下列代销机构代理销售广发新兴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124）， 投资者自

2016年1月4日起至1月25日可在下列代销机构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一、代销机构名单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公司网站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5 www.cmbchina.com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33 www.ccb.com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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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

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

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关于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

储银行” ）协商一致，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旗下部分基金参加邮储

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代销机构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购费率折扣

邮储银行 中邮核心优选 590001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核心成长 590002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核心优势 590003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核心主题 590005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中小盘 590006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上证380 590007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战略新兴 590008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稳债A 590009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科技创新 000966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竞争力 000545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双动力 000571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信息产业 001227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趋势精选 001225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创新优势 001275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邮储银行 中邮新思路 001224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折

投资者通过邮储银行个人网银、手机银行渠道申购上述基金，申购费率享受4折优惠，但优惠后申购

费率如果低于0.6％，则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费率优惠期限

邮储银行：2016年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

二、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

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申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及定期定额投资等其他业务的手

续费。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邮储银行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

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邮储银行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邮储银行 www.psbc.com 95580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www.postfund.com.cn

400-880-1618、

010-58511618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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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净值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券投资基

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2008〕38�号）的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我司” ）决定自 2015年12月31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

停牌股票奥特佳(代码：002239)进行估值。 因本次估值方法调整，对我司旗下基金资产净值

的影响如下：

基金简称 停牌股票

估值结果对前一日基金资产

净值的影响

财通可持续混合（代码：

000017）

奥特佳 -0.96%

自 2015年12月31日开始，以上基金的申购、赎回价格均以估值方法调整后当日计算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准，在奥特佳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并经与基金托管人

协商后，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对其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88垂询相关事

宜。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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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

关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

基金参与中国工商银行“

2016

倾心回馈”基金

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工

商银行” ）协商一致，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决定于2016年1月4日至

2016年12月31日期间对通过工商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实行费率

优惠，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6年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二、适用基金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20001）；

财通多策略稳健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20002）；

财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原“财通保本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

金代码：720003）；

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100（ECPI� ESG）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0042）；

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17）；

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480）；

财通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01001）。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并通过工商

银行基金定投业务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四、费率优惠内容

1、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基

金定投申购费率按8折优惠 (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8)，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原申购费率低于0.6%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优惠活动结束后，基金定投

申购费率继续按原标准实施。

2、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定投申购不享受以上优惠；因投资者违约

导致在优惠活动期内基金定投申购不成功的，亦无法享受以上优惠。

3、本次优惠活动不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4、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

业务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工商银行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8

网址： www.icbc.com.cn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9888

网址:www.ctfund.com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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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

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金沪深

300

A

份额

2016

年度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公告

根据《国金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金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国金沪深30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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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月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准，年基准收益均以

1.000元为基准进行计算。 鉴于2016年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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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因此国金沪深300A份额2015年度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5.0%（=1.

5%+3.5%）。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2000-18

本公司网站：www.gfund.com

风险提示

本基金国金沪深300A份额具有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本公司并不承诺或保

证国金沪深300A份额持有人的约定应得收益， 如在某一会计年度内本基金资产出现极端

损失情况下， 国金沪深300A份额持有人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甚至损失本金

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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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

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

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的

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及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的公告

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的

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及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如下：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值

（元）

基金份额累计

净值（元）

国金国鑫发起 762001 936,458,409.40 1.6708 2.3008

国金沪深300 167601 34,029,107.82 0.9954 1.5786

国金沪深300A 150140 - 1.0616 1.1558

国金沪深300B 150141 - 0.9291 1.9169

国金鑫安保本 000749 1,705,950,037.97 1.0150 1.076

国金上证50 502020 36,326,264.78 1.227 -

国金上证50A 502021 - 1.002 -

国金上证50B 502022 - 1.4520 -

国金鑫新LOF 501000 25,360,160.01 1.002 1.002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元）

基金每万份收益

（元）

七日年化收益

率

国金鑫盈货币 000439 161,627,862.40 0.7651 5.34%

国金金腾通货币A 000540 13,427,757,754.90 0.8054 6.14%

国金金腾通货币C 001621 591,191,982.55 0.5844 5.36%

国金众赢货币 001234 7,153,087,986.81 0.8841 3.48%

上述数据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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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

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的基金。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属于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如有疑问，敬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gfund.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2000-18（免长途话费）获取相关

信息。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15

年

12

月

31

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

值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就旗下十五只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12月31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信息披露如

下：

2015年12月31日 单位:元

基金简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东方红新动力混合 1,285,168,867.11 1.983 2.071

东方红产业升级混合 656,378,597.98 2.170 2.170

东方红睿丰混合 2,874,605,188.28 1.785 1.836

东方红睿阳混合 778,106,561.05 1.467 1.467

东方红睿元混合 983,532,352.09 1.464 1.464

东方红中国优势混合 6,203,834,366.01 1.066 1.066

东方红领先精选混合 706,325,413.83 1.061 1.061

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A 3,831,993,167.15 1.077 1.077

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C 311,105,165.64 1.098 1.098

东方红睿逸定期开放混合 1,107,261,851.09 1.050 1.050

东方红策略精选混合A 83,271,190.78 1.025 1.025

东方红策略精选混合C 2,642,709,974.30 0.994 0.994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混合 996,577,796.32 1.090 1.090

东方红优势精选混合 524,426,781.34 1.046 1.046

东方红纯债债券 514,534,848.46 1.005 1.005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A 2,957,225,149.85 1.022 1.022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C 456,168,470.67 1.021 1.021

东方红信用债债券A 299,629,516.51 1.017 1.017

东方红信用债债券C 312,909,836.87 1.016 1.016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基金

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的更正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在指定报刊和公司网站上刊登了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基金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该公告“过往从

业经历” 中的“2007年担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更正为“2007年担任东方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副总经理” 。

除以上内容有更正以外，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5-118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部分亏损子公司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局

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的议

案》。 截止目前，相关公司的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详情请参见公司

2015年6月3日、2015年6月24日、2015年9月18日、2015年10月8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现将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根据公司与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集团” ）签订的股权转让协

议，公司将持有的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药业” ）、深圳海王童爱医药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杭州海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海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及三亚海王海

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上述5家公司简称“标的公司” ）相关股权转让予海王集团，海

王集团以现金形式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 同时，海王集团及上述标

的公司将于2015年12月31日前偿还标的公司对本公司的往来欠款（因上述标的公司与本

公司存在业务和资金往来，截止2015年5月31日对本公司的应付款项合计余额约为人民币

72,796.44万元）。

海王集团已按协议约定于2015年9月30日前，向本公司累计支付人民币37,000万元。

其中：21,902万元为支付的第一期股权受让款，15,098万元为代部分转让标的公司提前偿

还的欠本公司的往来款。

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15年12月23日召开

的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为保障

本公司在知识产权及医药研发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 海王集团及海王药业将海

王药业名下与研发相关的固定资产及在研项目转回给本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962.14

万元，转让款以冲抵海王集团及海王药业对本公司应付款的形式完成。

2015年12月30日， 海王药业偿还欠本公司的往来款人民币3000万元；2015年12月31

日，海王集团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币50,000万元。本次海王集团和海王药业累计向本公司支

付53,000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标的公司与本公司的往来款（含利息）已全部偿还完

毕，本次支付的剩余款项将作为提前支付的第二期股权受让款。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关于华富安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货” ）、上海利得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代销业务安排，从2016年1月4日起，中信期货等机构将代理华富安享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280）的销售业务，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

细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该基金披露的公告。

投资者可在中信期货等销售机构的网上基金交易平台进行华富安享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及其他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该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citicsf.com

客服电话：400-990-8826

2、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http://m.leadfund.com.cn/

客户电话：400-067-6266

3、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8001，021－50619688

网址：www.hffund.com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一月四日

■ 2016年1月4日 星期一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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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资产净值(元)

590001 中邮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17,998,490.73

590002 中邮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950,218,521.93

590003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61,751,959.64

590005 中邮核心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05,668,842.94

590006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30,919,234.83

590007 中邮上证38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82,540,099.99

590008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43,709,201.43

590009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5,212,917,702.23

590010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1,993,405,841.73

000271 中邮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3,354,337,196.58

000272 中邮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449,068,907.06

000545 中邮核心竞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54,217,204.43

000571 中邮双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53,729,750.42

000576 中邮货币市场基金A 299,818,635.00

000580 中邮货币市场基金B 7,739,534,762.43

000706 中邮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3,722,656.39

000921 中邮现金驿站货币市场基金A 11,647,620.67

000922 中邮现金驿站货币市场基金B 46,604,290.42

000923 中邮现金驿站货币市场基金C 293,157,138.13

000706 中邮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3,722,656.39

000966 中邮核心科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0,014,876.65

001224 中邮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6,507,070.14

001225 中邮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61,721,465.75

001226 中邮稳健添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18,147,576.14

001227 中邮信息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605,223,534.01

001275 中邮创新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57,925,114,.87

001430 中邮乐享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35,197,371.05

002223 中邮尊享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40,626,356.62

002224 中邮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39,532,357.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