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53

■ 2016年1月4日 星期一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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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指数熔断机制实施后旗下基金

开放时间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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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等的

规定，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现对旗下相关公募基金的开放时间进行调整。

一、不涉及调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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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涉及调整的基金产品

我司旗下的货币市场基金及基金合同投资范围中不包含指数熔断品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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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涉及基金包括：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泓德泓利货币市场基金 泓德泓利货币A 002184

泓德泓利货币市场基金 泓德泓利货币B 002185

三、涉及调整的情形与基金产品

当发生指数熔断且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指数熔断至收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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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开放时间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1、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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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转换及定投等业务（以下简称“申赎类业务” ）的具体办理时间截至到当日最后一次指数熔断发生

时止，即对当日交易所最后一次熔断发生时至 15:00� 间提交的申赎类业务申请，将无法按照当日业务申

请进行处理，具体安排详见基金管理人公告。

2、对于沪深证券交易所因熔断规则导致收市时间不一致的按照孰早原则执行，即当日两交易所较早收

市的时间为基金当日开放时间的截止时间。

3、基金认购申请和分红方式变更等业务不受上述开放时间调整的影响。

4、具体涉及基金包括：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泓德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优选成长混合 001256

泓德泓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泓富混合A 001357

泓德泓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泓富混合C 001376

泓德远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远见回报混合 001500

泓德泓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泓业混合 001695

泓德战略转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战略转型股票 001705

泓德裕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泰债券A 002138

泓德裕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泰债券C 00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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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

定媒介上公告。

2、上海证券交易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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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类业务实际办理时间的变化等事项。 销售机构对

申赎类业务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该申请。 申赎类业务申请

的确认以基金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

3、投资人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风险提示

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4、投资人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9-100-88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hongdefund.com】了解详情。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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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

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四季红混合

基金主代码 55000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年4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元）

1.2576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元）

242,783,992.3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60,695,344.31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65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5年第4次

注：根据《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收益分配应遵循下列原则:

1、基金收益分配应当采用现金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事先选择将所获分配的现金收益, 按照基金合同有关基金份额申购的约定转为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事先未做出选择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支付现金;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2、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3、基金当期收益先弥补上期亏损后,方可进行当期收益分配;

4、基金当期出现亏损,则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5、基金收益分配后每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6、本基金采用季度结算的收益分配机制:

(1)�分红结算日:每季最后一个工作日作为每季分红结算日;

(2)�分红前提:分红结算日基金份额净值超过1.00元,且基金产生已实现收益;

(3)�分红比例:本基金进行收益分配,至少分配基金份额净值超过1.00元部分的25%;但分红金额不得超过已实

现收益,且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低于1.00元;

(4)�分红登记日与除权日:基金管理人于每季分红结算日(T日)决定是否分红,若确定分红,经基金托管人核实

后,则T+1日为权益登记日并进行除权,T+7日内实现派息;

若基金已实现收益不足基金份额净值超过1.00元部分的25%,在满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基金将全部分配已实

现收益(每份基金份额的最小分配单位为0.1分)。

7、本基金约定每季度结算收益,但并不保证每季度实现分红。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分配

每年不超过4次,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下一个季度开始分红结算;

8、基金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收益的50%;

9、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2016年1月4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

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

值(NAV)确定日:2016年1月4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有关法规规定,本基金向投资人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默认方式)的投资人的红利款将于2016年1月5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人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16年1月5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6年1月6日起

可以查询、赎回。

(3)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4)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前未在相应的销售网点进行分红方式选择的

投资人适用于现金红利分红方式。

4�咨询办法

（1）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xcfunds.com

（2）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

2015

年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基金资产

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旗下二十三

只开放式基金2015年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2015年12月31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公告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托管银

行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31030

8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

行

872,161,013.88 1.3067 3.1036

31031

8

申万菱信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

行

554,557,938.84 1.9674 2.7599

31032

8

申万菱信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

行

1,363,410,

773.81

1.0827 3.2761

31035

8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

行

1,374,018,

407.79

1.0160 2.3479

31036

8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

行

54,478,911.11 1.8089 2.2789

31037

8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中国工商银

行

2,137,131,

505.46

1.168 1.443

31037

9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中国工商银

行

48,358,376.24 1.173 1.423

31038

8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

行

290,490,

461.74

1.531 1.629

31039

8

申万菱信沪深300价值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

行

159,561,824.36 1.2319 1.2319

16310

9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

行

2,181,043,

592.42

0.7637 0.8903

15002

2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深成指A份额

中国工商银

行

1.0575 1.3107

15002

3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深成指B份额

中国工商银

行

0.4699 0.4699

31050

8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银行

1,417,789,

167.42

1.301 1.447

16311

0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中国工商银

行

628,471,

217.04

2.5460 2.5460

31051

8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

行

107,256,

596.40

1.613 1.763

16311

1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

行

666,361,929.44 1.2966 2.0745

15008

5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中小板A份额

中国农业银

行

1.0207 -

15008

6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中小板B份额

中国农业银

行

1.5725 -

16311

3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

行

10,543,504,

883.35

1.3448 2.0331

15017

1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之证券A份额

中国工商银

行

1.0190 -

15017

2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之证券B份额

中国工商银

行

1.6706 -

16311

4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农业银

行

2,197,763,

599.59

1.1588 1.7917

15018

4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之

申万环保A份额

中国农业银

行

1.0250 -

15018

5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之

申万环保B份额

中国农业银

行

1.2926 -

16311

5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

行

3,998,216,

638.70

1.2097 1.8873

15018

6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申万军工A份额

中国农业银

行

1.0219 -

15018

7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申万军工B份额

中国农业银

行

1.3975 -

16311

6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广发银行

794,401,

026.88

0.7605 0.7605

15023

1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之申万电子A份额

广发银行 1.0333 -

15023

2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之申万电子B份额

广发银行 0.4877 -

16311

7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传媒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上海银行 150,928,873.25 1.1870 0.7138

15023

3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传媒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之申万传媒A份额

上海银行 1.0251 -

15023

4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传媒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之申万传媒B份额

上海银行 1.3489 -

16311

8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

行

1,490,246,

095.63

1.0289 1.0289

15028

3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之申万医药A份额

中国农业银

行

1.0280 -

15028

4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之申万医药B份额

中国农业银

行

1.0298 -

00114

8

申万菱信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A类

华夏银行

1,729,910,

852.30

1.0230 1.0430

00172

4

申万菱信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C类

华夏银行

1,919,720,

917.59

1.0210 1.0410

00120

1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

华夏银行

1,936,339,

816.17

1.030 1.030

00172

7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C类

华夏银行

1,034,485,

668.75

1.024 1.024

00115

6

申万菱信新能源汽车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

行

944,941,

534.23

0.970 0.970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托管银行 基金资产净值

每万份基

金净收益

七日年化收

益率（%）

31033

8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 中国工商银行 162,442,066.00 0.6821 2.813

31033

9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 中国工商银行 10,661,869,635.22 0.7450 3.031

以上数值均已经托管银行复核，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华安创业板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发生

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华安创业板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中关于不定期

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华安创业板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小于或等

于0.2500元时，华安创业板50份额（场内简称：创业50，基础份额，基金代码：160420）、华安创业板

50A份额（场内简称：创业股A，基金代码：150303）、华安创业板50B份额（场内简称：创业股B，基金

代码：150304）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5年12月31日，华安创业板50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

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华安创业板50B份额

近期的参考净值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华安创业板50A份额、华安创业板50B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

折算后，华安创业板50A份额、华安创业板5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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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本基金华安创业板50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预期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

将大幅降低，将恢复到初始杠杆水平，相应地，华安创业板50B份额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

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华安创业板50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

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此折算基准日华安创业板50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

值0.2500元有一定差异。

四、华安创业板50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华安创业板

50A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华安创业板50A份

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华安创业板50A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华安创业板50份额的情

况，因此华安创业板5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

计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华安创业板50份额、华安创业板50A份额、华安创业板50B份额的持有人

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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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创业股A与创业股B的上市交易和华安创业板50份额的申购及赎

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huaan.com.cn）查

询或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华安创业板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

说明书”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50099。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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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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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开通定投并参加开放式公募基金组合申购、定

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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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1月4日起，本公司旗下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灵活配置混合A，基金代码：519656）、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银河行业混合，基金代码：519670）、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300

价值指数，基金代码：519671）、银河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蓝筹混合，基金代码：

519672）、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简称：银河通利债券（LOF），基金代码：161505）、

银河沪深300成长增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300成长分级，基金代码：161507）在

农业银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并参加农业银行推出的开放式公募基金组合申购、定投费率优惠活动。 活

动具体事项如下：

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其规则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 )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申购

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指定的销售机构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扣款并于每期约定的申购

日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构成对基金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影

响,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二、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时间

2016年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

三、适用基金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稳健混合，基金代码：151001)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收益债券，基金代码：151002）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灵活配置混合A，基金代码：519656）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银信添利债券A，基金代码：519667）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成长混合，基金代码：519668）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领先债券，基金代码：519669）

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行业混合，基金代码：519670）

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基金代码：519671）

银河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蓝筹混合，基金代码：519672）

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创新混合，基金代码：519674）

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强化债券，基金代码：519676）

银河消费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消费混合，基金代码：519678）

银河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主题混合，基金代码：519679）

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简称：银河通利债券（LOF），基金代码：161505）

银河沪深300成长增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银河沪深300成长分级， 基金代码：

161507）

四、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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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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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活动注意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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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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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公司旗下基金在农业银行的定投每月最低申购金额为300元（含300元）。

4、农业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六、咨询方法

1、农业银行网址：www.abchina.com

2、农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95599

3、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www.galaxyasset.com

4、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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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交通银行为

浦银安盛睿智精选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

通银行” ）协商一致，自2016年1月6日起，交通银行将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浦银安盛睿智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519172，C类基金代码：519173）。

投资者可通过交通银行在全国各城市的指定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具体业

务办理程序以交通银行相关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59

网址： www.bankcomm.com

2、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专线：021-33079999� 4008828999

网址：www.py-ax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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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中国银行为

浦银安盛睿智精选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银行” ）协商一致，自2016年1月4日起，中国银行将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浦银安盛睿智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519172，C类基金代码：519173）。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银行在全国各城市的指定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具体业

务办理程序以中国银行相关业务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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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服务热线：95566

网址： www.boc.cn

2、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专线：021-33079999� 4008828999

网址：www.py-ax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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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中欧天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1

月

4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天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天禧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1963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尹诚庸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孙甜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尹诚庸

任职日期 2015年12月31日

证券从业年限 3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3

过往从业经历

复旦大学金融学学士、美国莱斯大学统计学硕士。 历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总

部研究员、投资经理。 2014年12月加入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基金经理助理兼研究

员，现任中欧纯债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中欧鼎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166021

中欧纯债添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15/3/23 -

166010

中欧鼎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5/5/25 -

166016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5/5/25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监局报告。

兴业基金

2015

年

12

月

31

日基金净值（收益）

一、非货币市场开放式基金净值信息(2015-12-31)

基金代

码

基金名称 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值

(元)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元)

000546 兴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80,818,237.98 1.141 1.211

000963

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806,861,435.79 1.361 1.361

001019 兴业年年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997,111,860.47 1.0780 1.0780

001257 兴业收益增强债券A 440,106,132.37 1.064 1.064

001258 兴业收益增强债券C 336,609,122.25 1.060 1.060

001272 兴业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4,083,932.99 1.149 1.149

001299 兴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87,708,

936.46

1.049 1.049

001321 兴业聚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20,097,942.16 1.0650 1.0650

001368 兴业稳固收益一年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60,049,

856.45

1.012 1.012

001369 兴业稳固收益两年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77,303,

203.00

1.016 1.016

001547 兴业聚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27,635,345.52 1.0280 1.0280

001623 兴业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0,706,514.67 1.032 1.032

002268 兴业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343,603.51 1.000 1.000

二、货币市场基金收益信息(2015-12-31)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资产净值(元) 每万份收益(元) 七日年化收益率(%)

000721 兴业货币A 1,910,052,914.21 0.7247 3.223

000722 兴业货币B 29,136,389,517.90 0.7905 3.469

001624 兴业添天盈货币A 17,539.90 0.6385 2.430

001625 兴业添天盈货币B 10,025,286,247.03 0.7060 2.676

001925 兴业鑫天盈货币A 9,225.26 0.6829 2.524

001926 兴业鑫天盈货币B 7,719,632,395.04 0.7465 2.763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2015

年

12

月

31

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旗下中加货币市

场基金、中加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加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加改革

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加心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12月31日的基金

资产净值等信息披露如下：

1、中加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每万份已实现收益

最近7日年化收益

率

中加货币市场基

金A类

中加货币A 000331 1,210,023,092.17 0.8608 3.1070%

中加货币市场基

金C类

中加货币C 000332 11,627,890,474.70 0.9268 3.3470%

2、中加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中加纯债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A类

中加纯债一年A 000552 797,244,908.95 1.185 1.247

中加纯债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C类

中加纯债一年C 000553 217,946,394.46 1.177 1.239

3、中加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中加纯债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A类

中加纯债分级A 000914 400,261,252.44 1.0018 1.0549

中加纯债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B类

中加纯债分级B 000915 224,150,464.36 1.3035 1.3035

4、中加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中加改革红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加改革红利混

合

001537 233,771,485.58 1.0665 1.0665

5、中加心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累计净

值

中加心享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中加心享混合 002027 2,776,912,358.14 1.0014 1.0014

以上数值均已经托管行复核，特此公告。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日

英大基金关于旗下基金

2015

年年度最后

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

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并经基金托管人审核，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公告2015年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2015�年12月31日）旗下基金资产净值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资产净值

(元)

基金份额净值

（元）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元）

650001 英大纯债债券 A 11,098,514.06 1.2054 1.2054

650002 英大纯债债券 C 9,693,652.38 1.1912 1.1912

000458 英大领先回报 106,752,507.22 0.7600 1.4200

001270 英大灵活配置 A 1,532,386,190.68 1.027 1.027

001271 英大灵活配置 B 2,451,092,499.82 1.025 1.025

001607 英大策略优选A 12,353.69 1.02 1.02

001608 英大策略优选C 203,908,059.15 1.019 1.019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资产净值（元） 每万份收益（元） 7�日年化收益率 (%)

000912 英大现金宝 733,186,126.71 0.3750 1.186%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 4日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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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合同等的规定，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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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指数熔断当日恢复交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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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所管理的所有基金

的开放时间均不进行调整。

二、指数熔断至收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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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型基金开放时

间将依据基金的情况进行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我司旗下的货币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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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名单见附件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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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基金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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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单见附件2），开放时间调整如下：

1、若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指数熔断且熔断至收盘的，当日基金申购赎回开放

时间截至当日最后一次实施指数熔断的起始时间。 即：（1）对当日交易所实际收盘（指发生熔断且熔

断至收盘的起始时间，下同）前提交的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及定投等业务（以下简称“申赎类业务” ）

申请，按当日的申请处理。（2）对当日交易所实际收盘后提交的申赎类业务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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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类业务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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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过代销机构提交的申赎类业务申请，如代销机构当日将交易所实

际收盘后提交的申赎类业务申请上传给基金管理人的，此类申请将全部确认失败；如代销机构于下一

日将交易所实际收盘后提交的申赎类业务申请上传基金管理人的， 此类申请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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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或销售机构另有公告的除外。

2、若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阶段发生指数熔断且熔断至收盘的，当日

基金申赎类业务申请作为下一交易日交易处理，基金合同另有约定或基金管理人另有公告的除外。

3、对于沪深证券交易所因熔断规则导致收市时间不一致的按照孰早原则执行，即当日两交易所

较早收市的时间为基金当日开放时间的截止时间。

4、基金认购申请和分红方式变更等业务不受上述开放时间调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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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目前相关交易所的规则，指数熔断期间交易所继续接受基金的场内申购赎回申报，但申请

应当以登记结算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因此，上述申购赎回申请在指数熔断发生期间，存在被确认失

败的可能，敬请投资者注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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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有关

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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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届时公告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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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交易所实际

收盘后提交的申赎类业务申请，根据代销机构是否于当日将此类业务申请上传给基金管理人，我司将

采取全部确认失败或作为下一开放日申请的不同处理方式， 敬请投资者注意两种处理方式对申请确

认和相关资金冻结/解冻的不同影响。

5、投资者如需了解业务详情，可以登陆我司网站（www.ydamc.com）。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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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

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1日

附件1：

英大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附件2：

英大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领先回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代码：

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01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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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3585

号）：“我会依法对你公司提交的《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

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你公司就有关问题（附后）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请在30个工作日内向我

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及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

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3585号）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2015-121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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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2]73号）核准，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2年2月6日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人民币12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人民币264,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4,804,947.04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19,

195,052.96元。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35,000,000.00元后金额229,000,

000.00元， 已于2012年2月9日存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公明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44201617800052509978的账户中， 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审国际验字 [2012]第

01020015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

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

专用。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与首次公开发行保荐机构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公明支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公司之子公司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润光电” ）具体实施，公司、恒润光电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招商银行深圳福田支行、中国建

设银行深圳公明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且分别在

上述三家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 已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14年9月，公司聘请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英大证券” ）担任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

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

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故公司于2014年9月与英大证券及中国建设银行深圳

公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恒润光电及英大证券分别与招商银行深圳福田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公明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重新

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募投项目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备注

深圳万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公

明支行

44201617800052509978

本次注销的账

户

广东恒润光电有

限公司

LED绿色节能照明灯具

项目

招商银行深圳福田支

行

755918133410301 已注销*

广东恒润光电有

限公司

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

生产建设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公

明支行

44201617800052511203 已注销*

广东恒润光电有

限公司

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

圳分行

79170154740014705 本次注销的账

户

*说明：LED绿色节能照明灯具项目和新型高光效贴片式LED生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

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9）。

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2015年11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已完成，董事会同意将该项目节余募

集资金835.46万元（受利息收入及手续费影响，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同时，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已全部完成，公司拟将中国建设银行深圳

公明支行（账户号码：44201617800052509978）募集资金账户产生的利息收入净额65.02万元（受利

息收入及手续费影响，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06）。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恒润光电已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公明支

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中的全部资金转出，并办理完毕上述专户的注销手续。 上述专户注销

后，公司、恒润光电与上述银行、英大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